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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1个十万亩粮油产业带、10个以上十万亩粮油产业园区……

一串数字里的成都乡村振兴
形态

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
同时，成都在全国率先出台
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深化构
建“党建引领、双线融合”机制；实
施乡村文化振兴“百千万”工程，
建成首批44个市级样板村镇、36
个市级“三美”示范村，大邑县安
仁镇、郫都区战旗村等8个镇村入
选首批省级样板镇村；深化乡村
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分步有
序推进积分制、清单制实践，启动
智 慧 养 殖 、智 慧 种 植 两 个“ 一 张
图”，拓展智慧蓉城农业农村应用
场景。

功能 全域启动建设“天府粮仓”核心区
为提质打造“天府粮仓”成都
片区，成都市划定了粮食生产功
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同
时全域启动建设“天府粮仓”核心
区，加快建设1个十万亩粮油产业
带、10个以上十万亩粮油产业园
区和100个以上的万亩粮经复合
产业片区，基本实现全域粮食生
产园区化；创新实施粮食生产规
模经营补贴和都江堰精华灌区水
稻恢复种植补贴等支持政策。
在
“菜篮子”
稳产保供方面，
成
都制定了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
发展十条措施，
统筹抓好生猪产能
恢复提升、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以及
生猪调运监管；
稳定60万亩常年蔬

近日，记者从成都市
农 业 农 村 局 获 悉 ，2021
年，成都全市实现第一产
业增加值582.79亿元，
较
2017 年 增 长 16.3%。同
时，成都市已获批为全国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国家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西部片区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市、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
作为一座超大城市，
成都如何实现乡村振兴？
记者梳理了几个关键词。

转型

制图 李开红

菜保供基地，
开展
“菜篮子”
产品全
产业链信息监测。
成都出台《成都市“十四五”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和农业产
业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完成24个
镇级涉农片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专
项规划，完善“4+6”都市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分产业制定专业化政
策工具，做实优质粮油、生猪畜禽
等4大保障性产业，做优现代种
业、数字农业等6大引领性产业，
累计创建国省市县现代农业园区
93个；同时推动成渝现代高效特
色农业带和成德眉资都市现代高
效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规划布
局成德川芎产业园等示范项目。

持续做优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成都乡村振兴未来的方向在
哪里？
成都将持续做优公园城市乡
村表达；
落实
“河湖长制”
，
实施净排
水一体化工程，创设排水口“口长
制”
，
在全国首创成德眉资河长制同
城化E平台；
创新推广
“林长制”
，
提
速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在农业农村绿色转型方面，
成都将统筹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生活污水治理和户厕改造，常

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全市农
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
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
达92.3%，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94.4%；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实
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全市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98%以上，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农膜及农
药包装物回收体系全面建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小型栽培架

要致富，先修路，乡村振兴离
不开硬件设施的提档升级。为此，
成都全力推进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加快推进以片区为单
元的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统
筹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
新型城镇化，优化提升中心镇、其
他镇、中心村等公共服务设施和
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标准。成都建
立健全了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管理
和 动 态 调 整 制 度 ，农 村 教 育 、医
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
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农作物生产效率提升200倍

揭秘天府粮仓里的
“超级食物生产系统”
在大国“粮”策的指导下，成都农业“黑科
技”
正在全力支援“天府粮仓”
建设。
在成都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智能园艺
团队装备实验室内，
摆放着十多个高约1.8米的
蔬菜栽培架，
架子上的生菜、
芹菜正在灯光的沐
浴下恣意伸展。
工作人员介绍，
这种小型栽培架
配备了适宜蔬菜生长的LED灯带，即使放在采
光不太好的角落，
生长也不会受到影响。
实验室的隔壁，
一个约4米高的8层栽培架矗
立在眼前。
红色的灯光下，
各种叶菜静悄悄地生
长。
工作人员说：
“这还不是栽培架的完整形态，
真正投入生产使用的栽培架，
有20层，
高约9米。
”
从播种到收获，都有栽培板空间转运小
车、定植/间苗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代替人力进
行生产、管理，全程无人化。
“ 根据不同叶菜的
生长特性，通过人为调控光照时长、温度、湿度
等，我们可以做到一年生产新鲜叶菜10茬以
上。”成都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博士许亚良
说，普通生菜种植一般一年收两茬，
“借助我们
的栽培架，可以做到一年收13茬，综合单位面
积的生产效率，
可达露地栽培的200倍。”
这就是无人化植物工厂，这套超级食物生
产系统，借助科学技术实现了纵向的发展，用
人为光代替自然光，各种蔬菜的光合作用时间
得以延长，生长周期变短，实现年收获次数大
大增加。
而育种加速是其又一张闪亮的名片。自然
环境下水稻的生育周期一般可达120天，而借
助超级食物生产系统，通过人为控制植物生长
要素，
可以将水稻生育周期缩短到60天左右。
据介绍，这套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中，预计
今年年底就能够投入使用。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闫晓峰 图据受访者

礼赞丰收迎盛会，乡村振兴绘新篇
9月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成都新津天府农博园盛
大启幕。据悉，这将是历届之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届。为迎接本次盛
会，成都已高质量做好中国农民丰收节相关组织筹备工作。作为通信运营
商，中国移动四川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移动）从网络保障、安全服务、
应急响应等多方面入手，力求“最高标准、最全覆盖、最严落实”，全力以赴助
力开幕式顺利召开。

通信网络畅通
为丰收节保驾护航
为全面助力2022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成都移动在新津区域内
首次亮相基于4.9GHz频段的5G
基站，4.9GHz频段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意味着开幕式当日5G用户
容量将大幅提升，有效保障现场
观众的使用感知。此外，依托移动
技术和基站铁塔建成的高空鹰眼
监控系统，在45米高空构建了以
前端感知源、移动处置端、中心驾
驶舱为核心的一体化监测预警体
系，实现了农博岛全域、全空间的
广覆盖。整个系统智能化程度高，
具备全面可视、精准可测、反应快

捷等特点，遭遇突发状况，可及时
发现、快速研判、统计分析，
“人
防+技防”全面助力做好开幕仪式
安全保障工作，为新津“农民丰收
节”
园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成都移动充分发挥网络技术
和服务优势，
提前一个月设立农民
丰收节保障专班，
在农博岛派出网
络保障人员30人次、
通信保障车辆
3辆、应急小平台2台，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严格驻扎值守，确保
突发事件和网络突发状况第一时
间发现、
响应、
处置，
以实际行动全
力做好开幕式现场网络保障工作。

数智应用加持
为乡村振兴注智赋能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成
都移动围绕“巩固脱贫成果、建设
数智乡村”两大目标，全力实施乡
村振兴
“移动信息为民工程”
，
为农
民群众、农村家庭、农业企业提供
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
全面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以数智化之
力全面为乡村振兴注智赋能。
5G赋能，焕发智慧农业“新气
象”。在农业园区，5G赋能带来了
精准种植、
智慧养殖、
网联农机、
农
产品质量溯源等全新应用，
在各地
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5G智慧农业
园区。除此之外，成都移动还充分
运用5G消息、
视频彩铃、
5G+VR等
技术，打造城乡文旅联合体，积极
传播乡村文化、乡村美景、民俗风
情和特色产品，
推进乡村精神文明
建设，助力发展观光农业、认养农
业、
游憩休闲等新消费模式。
云网融合，打造智慧平安乡
村。
成都移动充分发挥自身云网优
势，打造“视频能力平台”，整合视
频监控、AI算法等能力，加大乡村
“看家宝”和“千里眼”等设备的投
入，
融合多种行业应用，
向
“数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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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平台”输出智能监控能力，主动
服务地方政府，推动乡村管理、社
会治安工作开展。同时，成都移动
为村民提供安防设备、家庭宽带、
数字机顶盒、
数据上云存储等一站
式服务，从点到面，解决农村看家
护院、
村委会基层治安及卫生防控
管理的刚性需求，
以科技实力助力
打造智慧平安乡村。
构建
“和生活”
信息助农体系。
成都移动从增收、
提质等多个振兴
关键点出发，
打出一套科技助农组
合拳。一方面打造了助农电商模
块，提供融合线上线下的“通信业
务+便民服务+互联网代买/代卖”
的一站式综合服务站。
另一方面打
造了特色品牌助销，
划拨助销专项
资源，对滞销、偏远地区农产品开
展
“爱心助农活动”
，
用信息助农拓
宽了乡村振兴路。
未来，成都移动还将不断推
动农业农村领域数智化建设，以
信息化、数字化手段不断为人民
群众谋福祉，打造更多的数字农
村“新样板”，绘就更美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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