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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的第三水源选址
大邑县，在出邮江上建三坝水库
来做成都的备用水源。“我们
计划在出邮江两岸遍植青梅，对
水源地的生态有好处，也能通
过青梅产业促进当地生产生
活从传统农业中转型。”市人
大代表、大邑县出邮江镇党委书
记王一谦昨日对记者表示，作
为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区的
门户小镇，出邮江镇将着重打造

“青梅小镇”。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
王一谦介绍说，出邮江镇是四大
产梅基地之一，青梅种植已有
上百年历史，既有产业基础，
也有市场需求。青梅是弱碱性
食品，可以制酒，入药叫乌梅，
还可以做成果脯、青梅精、青
梅酱、青梅饮品等。

“我们不只做种植，还要
做产业链，一、二、三产业互
动。”他表示，青梅每年冬天开
花，而这正是西岭雪山-花水
湾滑雪游、温泉游的旺季，有
稳定的客源，“到时候，有山有
雪有花，美不胜收。”

据介绍，目前出邮江镇的青
梅已有4000亩的种植规模，计
划到 2019 年底种植万亩。“育
苗-推广-引入加工企业-发
展观光旅游、民宿……”王一
谦充满希望，“以后还要举办
青梅论坛、青梅文化节。”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采访对象供图

保护文脉，留住乡愁。如何推
动川西林盘聚落保护与更新？昨
日，市政协委员刘卫兵在大会发
言中指出，川西林盘具有重要的
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需要科学地开发利用。

“林盘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优
质载体。”刘卫兵建议，对地处城
镇、风景名胜区周边及河流沿岸
等生态环境好、规模较大、传统民
居保存较好的聚居型林盘，可作
为农家旅游、农业观光、休闲度假
等产业型林盘进行开发利用。

这种开发利用，意味着成都
要在古镇附近有林盘资源的地
区，将周边林盘规模化保护和利
用，从而增强天府古镇的田园风
光特色，扩展古镇文化旅游产业
的发展空间。据刘卫兵称，这些地
区可通过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和餐饮、娱乐、体育设
施，进行环境、卫生、建筑的整治，

吸引城市居民到林盘休闲度假。
刘卫兵还提出，成都可借鉴

德国产业小镇经验，利用林盘资
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努力使每
一个小城镇成为一个产业中心，
各自拥有其特色支柱经济，多镇
抱团，形成一个个区域大产业链
的生态圈。对一些紧邻市区，条件
成熟的林盘，还可发展林盘文化
创意产业，结合乡村旅游和“一村
一品”，延伸产业链。

此外，在尊重自然生态资源、
保护传统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成
都可在川西林盘创新发展产业形
态和模式，如打造国际国内一流
医养结合的康养示范基地、现代
农业和新业态田园景观相结合的
生态农业示范基地，以及打造国
际文创园区，包括创业孵化中心、
国际文创工场、国际教育中心、国
际创新设计基地等。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市政协委员刘卫兵建议：

保护文脉 留住乡愁
更新川西林盘聚落

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扎实
推进？昨日，列席市十七届人
大一次会议小组讨论的成都
市农委主任张俊国表示，成都
将聚焦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
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坚持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他
说，成都将坚定不移走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以完善产权制度
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引
导人才、技术、土地、资本等要
素向农村集聚。

张俊国介绍，成都通过推
进农村景观化景区化建设，以
山水田林湖系统治理为重点，
以特色镇（街区）建设和川西
林盘保护修复为抓手，实施

“百镇千村”景观化建设行动，
采取“特色镇（街区）+林盘+
农业园区”“特色镇（街区）+林
盘+景区”“特色镇+林盘+产
业园”等模式，已打造了一批
独具天府文化魅力，可参与可
体验可进入、吃住行游购娱于
一体的林盘景区、特色村落和
特色小镇，累计建成幸福美丽
新村2772个。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市委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独具成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昨
日，乡村振兴也引起代表委员的热议。“我今年带来的建议是关于成都市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的。大了说，也是
关于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花卉苗木产区的系统开发与建设。”成都市人大代表、从事了28年花木事
业的曾建伟昨天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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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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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花农”曾建伟：
以产业振兴乡村

整合川西花木资源，统一规划大型天府花卉博览园
建设国内一流的花木集散市场，提升川西花木品牌

当“花农”28年
参与川西花卉苗木产业经营

作为一个“花农”，曾建伟从
事花木事业已有 28 年，亲身经
历并参与了以温江区为核心的
川西花卉苗木产业经营和发展。

“川西花木经过几十年的快速成
长，实现区域内外规模化生产面
积 100 万亩，资产几百个亿，已
经在国内花木形成了华东、华
南、西南三足鼎立，各领风骚的
局面，并以川西盆景、精品苗木、
时令花卉三大品牌以及伴随着
蓉欧快铁一带一路销往欧洲、享
誉中外。”说起温江的花木产业，
身为温江花卉协会会长的曾建
伟满是自豪。

用产业振兴乡村
建大型天府花卉博览园

当然，曾建伟也深感温江
花卉产业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

方。此次参加市两会，他就带来
了自己关于温江花卉产业发展
的两方面建议。

曾建伟认为，乡村振兴必须
首先依靠产业，让农业有奔头、农
民有甜头，乡村才会兴旺。而温江
等区（市）县的花卉苗木产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区域支撑产业，而
且可以聚合起来，抱团发展。“我
建议将包括温江区、郫都区、都江
堰市、崇州市在内的川西花木核
心产区，作为一个大型的天府花
卉博览园统一规划、分板块建设、
区域间协同管理、发展。咱们温江
区首先作为启动区作示范建设，
这样将产区、园区、景区一体化，
建设、维护成本低、社会价值大。
大型的天府花卉博览园成为都市
人的大后花园。既满足了城市功
能的配套需要，也符合了西控的
策略，同时承担了城市生态屏障
的维护需要，更符合我市全域旅
游大发展的需要。”曾建伟说。

曾建伟认为，天府花卉博览

园能充分利用现有规模的苗木产
区（50万亩连片）多元应用，优化
提升、高效植入三产元素，形成叠
加复合效应。是优秀的产业与城
市建设功能配套需要的有机结
合，是产业资源多元化和社会资
源共享化的美好愿景，也是大城
市大花园快速建设的优选捷径，
项目的快速实施可以取得很多相
得益彰多元共赢效果。“如果能够
形成一条完整、庞大的产业链，对
成都市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来说，
都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曾建伟说。

以产业聚拢人才
打造国内一流花木集散市场

曾建伟还进一步提出，希望
在成都建设一个国内一流的花木
集散市场。他介绍说，初步统计整
个大成都区域花木有100多万亩，
一年的交易额大约有100亿元，温
江是20个亿左右。“而这么大的交

易体量，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
花木交易市场。建议由政府或国
资公司牵头，结合地方民营资本，
在川西花卉苗木的核心温江区建
设一个类似于华东夏溪花卉世界
和萧山花木市场、华南芳村花卉
世界、陈村花卉大世界一样的大
型花木集散市场。维护川西花木
几十年发展的成果和区域品牌提
升，并促进川西花木产业继续做
大做强，进一步加强川西花木在
全国花木市场的竞争力。”

曾建伟认为，川西花木市场
的规划建设，不仅仅是服务产业，
更能进一步促进城乡稳定发展。
有了完整规范的市场，通过庞大
市场集成效应，市场杠杆机制能
优化提升农村就业群体，更多地
留下和吸引优秀从业人才。“有了
优秀人才，就能更好更快地实施
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咱们成
都的经济建设发挥更好的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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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政府工作
报告摘要

大力发展
都市现代农业

把发展现代农业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中之重。

实施“农业＋旅
游”“农业＋康养”“农
业＋互联网”“农业＋
会展”行动。

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把生活富裕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中心任务，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加大城
乡融合发展力度。 美丽乡村

是我国西南地区独有的
一种传统生态聚落，更是蜀汉
文化的载体，这种传统生态聚
落延续至今。

川 西 林 盘川 西 林 盘

成都市农委主任张俊国：

引导人才、技术、土
地、资本等要素向
农村集聚

市人大代表、大邑县出邮江镇党
委书记王一谦：

成都第三水源地
要建“青梅小镇”

“川西林盘是天府文化和
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鲜活呈
现，很高兴能看见川西林盘
保护修复得到重视。”昨日，
成都市人大代表、四川师范
大学教授胡志红与记者聊起
了成都的乡村振兴战略，他
发现“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实
施川西林盘保护修复”也写
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让他
感到非常振奋。

胡志红说，希望通过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川西林盘
保护修复，“川西林盘，既是我
们生活的一种环境，他更是天
府文化、巴蜀文化的代表。对它
的保护修复不仅具有美化环境
的现实意义，还具有形而上的
文化意义。在今年的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再一次将川西林盘
保护修复写进入，足见成都对
其的重视和决心。”

胡志红说，过去，在成都
平原上，到处都有四合院，四
合院周围是成片的树林，树林
前面就是小溪。小孩在小溪里
嬉戏打闹，抓鱼捉螃蟹，“那时
候的河水真叫一个清澈、沁人
心脾。”所以，在胡志红看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川西
林盘保护修复，把农村建设成
为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美
丽新乡村，能让人们找到乡
愁，记住乡愁。“让我们记得住
乡愁，而这个乡愁不是忧伤，
是美好的记忆。“很高兴今天
我们看见，这种川西风光有所
恢复。”

胡志红建议，在川西林盘
保护修复中，要保持、保护川西
民居特有的特点，要尊重川西
特有的民俗人文景观，保护传
承天府文化、农耕文明。

据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昨天听了政
府工作报告后，当
了28年“花农”的
曾建伟印象最深
的便是关于乡村
振兴的章节。

他认为报告中
的很多提法、做法
都“很接地气”，而
且是可行的举措。

“本身我们成
都的农村在全国都
是发展比较好的，
如果在乡村振兴战
略下进一步找准定
位、持续发力，我相
信成都的农村会越
来越好，农民也会
过上让城里人羡慕
的生活。”

市人大代表胡志红：

川西林盘保护修复
要尊重特有的民俗

盛开的青梅花

市人大代表、从事了28年花木事业的曾建伟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