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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里的“牛”社区
□记者 宋建军 通讯员 张旖旎

——丰南区崔庄户村大力发展规模化肉牛养殖产业纪实

本报讯（通讯员贾颖 记者闫航）
近日，记者走进滦州市东安各庄镇三

山院村蓝莓园看到，20多名工人在将

新鲜成熟的蓝莓采摘装箱，十几位游

客享受着田园采摘游的乐趣。“蓝莓种

植基地占地300余亩，培育了6个品

种，每亩产量达500公斤，纯天然绿色

食品。除采摘外，蓝莓销往京津冀各

地，年均创收600万元。”唐山蓝丰家

庭农场经理李文志向记者介绍。

蓝莓基地是东安各庄镇特色种植

业的一个缩影。作为传统农业大镇，该

镇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鼓励支持农

民主动对接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引入附

加值更高、销售前景好的新品种，采取

“党支部+产业基地+农户（贫困户）”的

新型方式，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实现

了“一村一品”，带动农业提档升级，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滦州东安各庄镇
发展特色种植实现“一村一品”

丰润区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调动广大

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

美丽庭院创建活动，鼓励农村家庭打造环境优美、

特色鲜明的自家小院。目前，累计创建美丽庭院

11万余户。图为该区泉河头镇龙善寺村张文宝夫

妇在自家院内打理种植的花卉。 朱大勇 摄

近日，玉田县潮落窝乡高四村的100余亩订

单辣椒喜获丰收，农民们在田间忙碌着收获辣椒，

享受丰收的喜悦。该县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基

础上，积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

构，发展“农户+合作社+公司”的订单种植模式，

累计推广种植订单辣椒8000余亩。 李洋 摄

古冶区
抓好试点示范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张威 沈曦 记者杨雨熹）今年以来，

古冶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紧扣“三农”重点

工作任务，突出抓好试点示范，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该区大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今年上半年，完成粮

食播种面积62003亩，夏粮总产量达3726.1吨。健全

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上半年生猪存栏达

到8.29万头。深入推进奶业振兴，上半年奶业产量达

到1.48万吨，各项农业生产指标均达到规定要求。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打造美丽乡村4个。推进农村

厕所改造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年内将完成农村户厕

改造6278座，完成3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目前，已改

农村户厕5652座，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现已开工建设。

同时，该区大力开展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按照“三

线、三片”的整体布局，扎实推进1个区级示范区、4个

示范村和25个提升村建设。抓好“四个农业”建设推

广和“两品一标”品牌认证，加快农业产业项目建设。

从唐山市区出发，沿着唐津

运河南行30多公里，就来到了丰

南区东田庄乡崔庄户村。通村的

柏油路旁，火红的美人蕉开得正

艳。路边的排水渠里，大片的荷

叶浮于水面，一派静谧的景象。

近年来，丰南区崔庄户村通

过集中规划建设肉牛养殖小区，

不仅改善了以前在村内分散养

殖造成的环境“脏乱差”，而且让

村民实现了规范养殖，提升了效

益。目前，全村肉牛养殖 3000

多头，村民一年增收可达 2000

多万元。

“全村有 156户、624口人。

以前村里人主要种植棉花、辣椒、

水稻等农作物，养殖方面以猪、

牛、鸡为主。”该村党支部书记董

会合说，村里有14户村民先后在

村里搞起了肉牛养殖，在增加收

入的同时，也对村内环境造成了

一定影响。2019年，崔庄户村被

确定为唐津运河乡村振兴示范区

省级示范村。为改善乡村环境，

带动本村肉牛养殖户集中连片发

展，崔庄户村在村西规划建设了

占地196亩的肉牛养殖小区，将

14户养殖户集中在一起进行集

中连片养殖。

走进位于村西的牛社区，一

排排整齐的蓝顶牛舍映入眼帘。

一头头健硕的肉牛在牛舍里或嚼

食草料，或悠闲地来回走动。在

牛社区里，记者见到了村内的养

殖大户乔耀华。今年63岁的乔

耀华养牛已有6个年头，目前他

家的肉牛存栏达500头，去年一

年纯收入达200多万元。

“你种辣椒、棉花，或是出去

打工，一年挣个三四万，这还不如

养上几头牛挣得多。”这是老乔经

常给村民算的一笔账。通过肉牛

养殖，老乔走上了致富路，在他的

鼓励带动下，有4户村民入驻了

牛社区，加入肉牛养殖的行列。

规模化养殖吸引了更多外地

客商前来收购。随着销售渠道的

不断拓展，也让养殖户在价格上

有了更多话语权。“我养殖的肉牛

品种是西门塔尔，肉质好、市场认

可度高，销售价格比较平稳，每公

斤在37元左右。”乔耀华说。

如今，崔庄户村入驻肉牛养

殖小区的养殖户有20多家，养殖

肉牛3000多头。董会合给记者

粗算了下：去年出栏2000多头，

一年收入达2000多万元。

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如

今的崔庄户村，肉牛养殖正在加快

发展，村民的参与热情也在不断提

高。现在村里计划再建一个养殖

小区，届时全村肉牛养殖数量能达

到1万多头。在迈向乡村振兴的

路上，村里的牛社区越来越“牛”，

肉牛养殖产业也越来越兴旺。

滦南实施“135”工程推进项目落地生花
本报讯（通讯员姚雪辉 记

者冯喆）今年以来，滦南县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新路

径，实施“135”工程，扎实推进

示范区项目落地落实，并取得

显著成效。

“1”即锁定一个目标，“做实

让百姓放心的工程”。

“3”即“三步走”全力推动项

目实施。科学规划。在前期方

案设计阶段，多次召开镇、村班

子会议，就项目的实施深入摸

底，做到提前预知、提前化解；充

分准备。项目开工前，工程涉及

的村，党支部书记与施工企业深

度对接，提前精准确定地下基础

工程及设施安装位置；严控质

量。聘请专业监理公司对工程

进行严格质量把关，从原材料采

购到主体施工层层监管，确保工

程质量严格达标。

“5”即实施五大项目。一

是农村综合改革示范村项目全

部竣工。投资316万元，建造

占地665平方米的二层农资连

锁超市 1 座，填平沟渠建成

1040平方米“意、趣、色”兼备

的村民健身广场；投资318万

元，建造了占地405平方米的

甘薯展销中心及甘薯体验基

地，建造停车场2200平方米，

硬化主路1000米，提升周边设

施环境。二是投资860万元的

12个示范村的建设项目全部

落地开工。三是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扎实推进。总投资

308万元，东黄坨镇崔大村、崔

二村工程全部完工，崔三庄村

完成工程进度的60%。四是投

资20万元的古桥护坡项目入

场施工，对古青龙河河道进行

清淤护坡改造，全面打造滨河

景观带。五是重要节点项目有

序实施。投资485万元，打造1

条旅游精品线路，串联崔二民

俗文化、崔三果品采摘等9大

项目工程节点，建设甘薯特色

农业产业、青龙河观光垂钓等

6大产业园。目前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86%。

滦南示范区党员干部敢为

人先、主动作为，开启了乡村振

兴“滦南实践”，积极打造出一张

党建引领、产业融合、绿色发展、

文旅兴旺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区新名片。

乐亭开展
村庄清洁攻坚提升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檀咏 史小满 记者邢丁）民之所

盼，政之所问。今年，乐亭县制定出台了《2021年村

庄清洁攻坚提升行动方案》，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聚焦“五清三建一改”，对全县所有村庄实

行全面整治、分类管理、梯次推进，坚持环境卫生整治

与绿化、美化统筹兼顾，不断由“清脏”向“治乱”“美

化”拓展。截至目前，全县共创建各级美丽庭院

13592户、精品庭院5909户，已改建打造鱼塘等综合

体项目26处，规划建设小游园23处、小菜园107处、

小果园39处。清理生活垃圾2.9万立方米、柴草杂物

5.3万立方米、塘沟889处、私涂乱画和广告1.49万

处，拆除残垣断壁、违章建筑577处。同时，同步启动

农业生产垃圾无害化转运处理工作，已无害化处理生

活垃圾7万余吨，转运农业生产垃圾558吨。

高新区奏响“三部曲”
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金宗明 通讯员赵伟杰 张艳）乡道变

绿道，坑塘变游园，农区变景区，碧波浩渺的河塘、紫红

色的葡萄长廊、青砖黛瓦的民居……这幅诗画田园般

的美丽画卷，映射出高新区乡村不断续写的小康故事。

奏响增收致富“协作曲”。高新区立足城郊优势，

积极探索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融合的模式，努力

打造周末游“高新品牌”。在老庄子镇陈家庄村主街

打造1100米的葡萄长廊，预计可为村集体创收6万

余元；奏响美丽乡村“进行曲”。该区突出区域特色，

以“洁序美”为标准，深入实施村庄清洁、厕所改造、垃

圾治理和污水治理等专项行动，乡村“颜值”“气质”大

幅提升；奏响乡风文明“交响曲”。“爱家国扬正气，讲奉

献行善举，崇谦和遵仪礼，倡明德思进取。”……深入高

新区乡村的街头巷尾，会看到许多新颖别致的“文化

墙”。这些“会说话的墙”增强了村民的认同感、归属感，

激发了热爱家庭、奉献家乡和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开平区充分发挥唐

山鼎晨公司农产品深加

工等龙头企业辐射带动

作用和系列品牌效应，

发展壮大特色农业，通

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持续促进农民就业、增

收，全域建设农业高效、

农村宜居、农民富裕的

美丽乡村，高标准打造

乡村振兴“开平样板”。

图为唐山鼎晨食品有限

公司农产品深加工生产

车间工人在忙碌作业。

李志全 何川 摄

本报讯（记者冯立华）作为著

名的“鱼米之乡”，曹妃甸区聚焦

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迈出新步伐，先后被认定为

“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

（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和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获得“中国河豚鱼之

乡”“中国生态稻米之乡”“中国东

方对虾之乡”等荣誉称号。

打造京津冀农产品供
应保障基地

今年以来，该区与北京首农

集团实现全方位、多角度全面合

作，建立京粮（曹妃甸）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和京粮（曹妃甸）物流公

司等合作平台公司，进出口冷链

物流项目已开工建设。随着合作

进程推进，双方正在就供京水产

品保障基地、远洋捕捞船务基地

等方面加强项目合作，形成曹妃

甸—北京农副产品绿色通道，打

造京津冀农产品供应保障基地。

目前，全区水稻播种面积32

万亩，海淡水养殖面积 22.6 万

亩，规划适合渔业养殖浅海海域

面积40多万亩，是我省重要商品

粮供应基地和重要海水养殖基

地。同时，曹妃甸区是中国（河

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唯一的沿海

片区，为开展农产品贸易提供了

政策优势。

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
不断壮大

曹妃甸区已形成“稻米、水

产、果菜、畜牧”四大农业支柱产

业。2020年，该区水稻总产量达

到22.4万吨，稻蟹混养、鱼菜套养

等生态种植新技术取得显著成

效。同时，该区是亚洲最大的海

水养殖场、国内最大的东方红鳍

豚养殖基地，养殖虾类、河豚鱼、

海参、梭子蟹等品种，水产品年总

产量15.9万吨；工厂化养殖面积

达95万平方米，孵化各类对虾苗

120 亿尾、河豚鱼苗 300 万尾。

2020 年，全区果蔬面积 2.28 万

亩，其中设施农业面积占到88%，

果蔬年产量9万吨。2020年全区

畜牧养殖肉类总产量3万吨，蛋

鸡存栏55万只、出栏肥猪35万

头、肉禽出栏160万只、肉牛出栏

1000头。

扶持培育一大批农业
龙头企业

曹妃甸区培育了一大批规

模大、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农

业龙头企业，积极推进辐射带动

力强的各类农产品的精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2020 年农业产业化经营率

达到73.1%。全区拥有农业农村

部健康养殖示范场 17家，国家

级合作社示范社1家、省级合作

社示范社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12家、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39家，建成各级现

代农业园区 26个，会达水产荣

获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

结合水稻和水产优势产业，

该区全力打造稻米优势产业集

群、河豚鱼特色优势集群、海产品

工厂化养殖集群三大主导产业集

群，在全市形成了最完整的育种、

种植、养殖、加工、深加工、出口、

农旅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产业集

群，2020 年集群营业总收入达

17.82亿元。

强化管理推进农业品
牌建设

曹妃甸区积极强化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建成覆盖全区的“智

慧农安”管理系统，实现主要农产

品产地和批发市场检验检测全覆

盖，“三品一标”认证企业和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部纳

入追溯管理。

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品

牌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

全区已拥有“曹妃湖”“柏各庄”

“自然园”“曹妃香”“保龙仓”等农

产品商标125个。

农旅融合创建休闲农
业旅游品牌

该区以全域旅游重点县

（区）建设为抓手，将旅游产业发

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

展、农村旅游开发及生态建设统

筹推进，把特色农业资源做精、

做大、做强，扶持引导农旅融合

新业态，做好农旅融合文章，积

极建设美丽田园、发展稻田驿站

等农业休闲项目，打造“特色农

产品产地游”和“休闲农业游”，

建立起以春观渔、夏看稻、秋捕

蟹、冬赏雪为特色的休闲农业旅

游品牌。

“““““““““““““““““““““““““““““““曹妃甸区聚焦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迈出新步伐，积极打造京津冀农产品供应保障基地，
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建立起以春观渔、夏看稻、秋
捕蟹、冬赏雪为特色的休闲农业旅游品牌

曹妃甸区农旅融合撬动“美丽振兴”
春观渔 夏看稻 秋捕蟹 冬赏雪

本报讯（记者杨雨熹 通讯员王
双利 张旭）日前，遵化市省级绿色葡

萄栽培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创建工作

通过省专家考核组验收。

项目启动以来，该市市场监管局

紧紧围绕示范区建设目标与任务，指

导帮扶承办单位沙石峪葡萄专业合

作社狠抓各项关键措施的落实，健全

标准化体系，做好示范带动工作。通

过两年的建设，示范区种植面积由示

范前的1200亩扩大到1600亩，年产

葡萄150多万公斤。

遵化创建省级绿色葡萄栽培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