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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在 五 烈
镇郑唐村的稻田上
空，一架多旋翼植
保无人机在飞手熟
练的控制下进行飞
防作业，一道道“药
雾”从天而降，均匀
撒向稻田。不到 2
小时，近百亩稻田
便喷洒完毕。

记者 张莉琳 摄

记者 戴海波

今年夏收，五烈镇祁联
村合作社的小麦颗粒归仓，
喜获丰收，经测产，平均亩
产1000斤以上。

祁联村地处五烈镇西
大门，地理位置偏僻。全村
共有 20 个村民小组，总人
口 4258 人，耕地 5264 亩。
近年来，村“两委”针对基础
薄弱、资源匮乏的实际，大
力实施强村富民行动，由村
集体和村干部投资入股成
立祁联村共进稻麦种植专
业 合 作 社 ，村 集 体 占 股
87%，流转农户入股808亩，
由村统一经营管理，分片、
分段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
生产技术及劳务，实现了合
作 社 及 村 集 体 利 益 最 大
化。2021 年合作社为村集
体创收25万元。村集体年
经营性收入从 2019 年的
31.2 万元发展到 2021 年的
63万元。

为深入实施强村富民
行动，该村一着不让抓当
前，多措并举促增收，力争
今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80万元。坚持村党总支统
一领导，村集体统一经营，

确保稻麦专业合作社良性
运营、提质增效。在现有经
营面积808亩的基础上，力
争三年内达到 1800 亩，发
挥现有设施潜力，促进村集
体收入稳步增长。

发挥“东台大米”品牌
优势，积极与金满穗公司合
作，引导村民和专业大户种
植优质食味稻米，提高亩平
收入。依据“三区三线”划
定，在本村现有火龙果种植
的基础上，探索草莓、圣女
果等特经作物种植，鼓励农
户发展果蔬采摘、拓展网络
销售，壮大鲜果产业，加快
富民增收步伐。

深入挖掘资产性收入
渠道和潜力。在全村土地
流 转 面 积 4260 亩 、占 比
81%的基础上，对到期土地
由村合作社优先经营，其他
土地严格按程序在省农村
产权交易平台上重新发包，
村做好管理服务工作，按政
策文件收取管理费。以村
集体建立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及农业生产服务作业队，
吸收本村富余劳动力加入，
为群众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系列服务，实现村集体经
济和农民收入同步增长。

祁联村聚力挖潜增收
推进强村富民

记者 戴海波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市住建局发挥优势，以更大
决心、更强力度、更细措施，全力
打造多姿多彩、活力迸发的特色
田园乡村。

该局坚持乡村一体、协调并
进，更大力度提升镇村环境，让农
村更宜居。指导各镇实施142个
城镇重点建设工程，加快完善污
水管网、文化休闲、电商e站等配
套设施，补齐集镇公共服务短

板。加快弶港城市副中心建设，
统筹推进老镇区有机更新，进一
步优化集镇空间，做靓渔港特
色。做大做强现有28个新型农村
社区，加快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全
面落实“6+10+N”升级版要求，指
导各镇合理布局养老、医疗、托幼
等功能性业态，提升集聚效益。
按照2.0升级版要求，做好农房改
善“后半篇文章”，完成2100户房
屋改善任务。重点推进1980年之
前农房改造，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加快农村老旧“空关房”整治，推
动用地减量化，最大程度发挥农

村建设用地综合效益。
扎实推进新一轮美丽宜居乡

村创建行动，年内再创红庄、富
北、四仓 3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临塔、小樊、青二入选省级传
统村落，争创田园乡村金招牌。
注重传承地域文化、保护乡村肌
理，努力让西部地区处处展现里
下河秀美水乡风情，中部地区充
分展示现代农业淳朴平原风光，
沿海湿地凸显蓝绿交融的生态
百里渔家风貌。指导“7镇 7村”
人居环境整治，统筹推进村庄风
貌提升，大力开展“美丽庭院”创

建活动，实现水、田、林、人、居的
协调统一。推动镇区公共功能
与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新业
态，加大新型社区特色主导产业
的配套支持力度，让农村社区新
活力全面迸发。

与此同时，坚持一线工作法、
首问负责制、闭环督查制，加强与
部门、镇区协调配合，高效快速推
进乡村振兴各项任务。发挥园林
绿化、市政设施、质量监督等专业
优势，指导镇村抓好项目设计、工
程建设、质量管理等环节，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市住建局打造特色田园乡村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进涛 刘晓雨
文/摄）眼下，许河冬瓜陆续上市，记
者了解到，今年该镇引进冬瓜立体
种植技术，较传统种植模式每亩增
加收入两到三千元。

走进许河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
刚建成的连栋大棚，一垄垄翠绿的
冬瓜藤爬满架子，藤蔓上果实累
累。与传统种植方法不同的是，这
里的冬瓜都是吊着长的，而且个头
大、颜值高。

“今年我们首次将墨地龙冬瓜
吊着长。预计今年吊冬瓜每斤一元
以上，亩平收入可达一万元。”许河
镇农业农村局局长梅亚军介绍，传
统冬瓜种植一亩地只能种400株左
右，冬瓜吊起来能种到600余株，并
且冬瓜被离地吊起，有利于通风采
光，避免了冬瓜“白肚皮”现象的产
生，结出的冬瓜瓜形优、口感好，深
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许河镇持续放大“许河
冬瓜”品牌效应，建设现代化、规模
化、标准化冬瓜种植区，不断引进冬
瓜种植先进品种和理念，标准化生
产、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成为该

镇现代农
业发展的
主 旋 律 。
美 团（苏
州）分 公
司 、无 锡
美 菜 公
司 、叮 咚
买 菜（上
海）运 行
部 、阿 里
巴巴聚划
算（南京）网购平台等与该镇10多
家蔬菜专业合作社保持常年合作。
目前许河已成为上海市外延蔬菜基
地，许河冬瓜先后获得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国家绿色食品证书。全
镇冬瓜种植面积突破三万亩，农民
收入增加近2.5亿元。

“我们将围绕小果型，走既能保
证产量又能保证品质的精品路线，加
大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
持续放大‘许河冬瓜’品牌效应，做大
冬瓜产业。”梅亚军表示，同时加强与
电商、物流等涉农企业的联系，拓宽
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许河冬瓜吊着长许河冬瓜吊着长
亩平收入破万元亩平收入破万元

记者 胡春静 魏颐晖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
关键时节。在东台镇东丰
村千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现
场，机声隆隆，5台插秧机在
水稻田内来回穿梭，留下一
行行整齐的秧苗。种植大
户卢永松告诉记者，去年11
月一拿到流转的千亩土地
就开始播种小麦，今年小麦
喜获丰收，每斤卖出1.45元
的好价钱。加上前几年流
转的400亩土地，目前卢永
松共有 1400 亩农田，今年
他打算种植850亩水稻，其
余种植玉米和大豆，预计 6
月底可全部种植结束。

多田变一田，小田变大
田。去年下半年以来，东丰
村一次性流转千亩土地，承
包给种植大户进行机械化
种植、科学化管理、规模化
生产，让农田利用最优化，
实现增产增收。东丰村还
同步推进配套工程建设。
截至目前已新建57座涵洞、

2座箱涵、5座坝房、5条聚
道，为水稻插秧灌溉做好充
足准备。与此同时，为方便
车辆出入，新修建总长8000
米、宽 3 米的水泥路，大大
方便了农田机械化种植。

在水稻插秧现场，不少
东 丰 村 村 民 也 在 田 里 打
工。他们或将一卷卷嫩绿
的秧苗搬上插秧机，或在田
间寻找空隙进行补秧。村
民何玲珠今年72岁，去年她
把地流转后，就在这里打零
工，除了每年坐收 5000 元
的租金，每天还能拿到 100
块钱工资，收入比之前还
高。

“村民每亩每年能拿到
1000元租金，还能打零工增
加收入；村里每年增加35万
元集体收入，可谓一举多
得。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
土地流转的力度，让年轻人
安心在外工作，让在家的老
年人切实享受到土地流转
带来的福利。”东丰村党总
支书记周明说道。

东丰村千亩农田
“转”出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黄伟伟 通讯员
卢俊兰 陈春凤 鲁爱霖）盛夏时
节，正是西瓜上市的黄金时节，走
进东台镇上官村的西瓜种植大
棚，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长势良
好，十分诱人，上官村工作人员正
和工人们一起，将品相好的西瓜
摘下装筐。

上官村人种植西瓜时间久、经
验丰富。受人多地少的因素制
约，村民们不局限于家门口，纷纷
选择到他乡土里淘金，异地承包
土地种西瓜。目前，上官村在异
地种植西瓜的农户达到该村总农
户的 70%，他们在村党总支的组

织协调下，形成了“既松散又集
团”的上官西瓜产业集群。源于
西瓜产业，上官村年收入超百万
的农户越来越多。上官瓜农还注
册了“忠振兰”“富萝蜜”“李小伟
船长”“穗缘”“甜蜜”等商标品牌。

从第一批村民走出家门起，
上官村党总支敏锐地意识到，这
是振兴乡村经济、改善家乡面貌
的有效途径。他们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为村民
外出创业提供便利。村里为外
出“淘金者”建立数据库，随时掌
握他们的动态，满足他们的需
求，为他们提供租赁手续、创业

初期筹资等方面的便利。每年
组织两到三次“西瓜沙龙”，请来
镇农业农村局专家为瓜农进行
西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普
及。借此平台，瓜农们相互进行
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切磋交流、
互通信息。同时，村党总支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的作
用，为外出“淘金者”的父母提供
生产、生活方面的照顾，做瓜农

“留守父母”的守护神，免除外出
“淘金者”的后顾之忧。

在今年三四月份，疫情防控紧
张之时，村党总支主动与瓜农联
系，宣传当地防控政策，指导他们

安装“盐货通”，为西瓜外运做好
准备。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
上官村组建10多人的班子，前往
高速卡口为外地来东装运西瓜的
车辆提供接车服务，再分别将车
辆引导到各种植大户田头。疫情
期间，上官村累计接车超过 100
辆，最大限度地推动了上官成品
西瓜的外运。

上官村的瓜农们纷纷表示，得
益于今年的天气，西瓜产量高、品
质好。村里贴心相助，及时组织
外运，疫情未对西瓜销售造成影
响，头茬西瓜每亩纯收入一万元
没问题。

上官村做大西瓜产业铺就致富“甜蜜路”

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
讯员 解跃坤)近日，西溪景
区西郊村举行第五届“文明
家庭”“最美家庭”评选表彰
活动，进一步倡导家庭美
德，提升村民文明素质。

据悉，自评选活动开展
以来，西郊村文明家庭评选
领导小组明确了以家庭为
参评主体，采取推荐和家庭
自荐相结合的方式参加评
选的要求。为使此次评选
活动顺利开展，该村利用宣
传栏、微信公众号、党员代
表会议、入户走访宣传等渠
道宣传评比活动的意义和
内容，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

与。经群众家庭自愿申报、
他人推荐、村党员村民代表
投票、西郊村文明家庭评选
领导小组审查、景区相关部
门审定，经公示无异议后，
评选产生了 280 户 2021 年
度文明家庭和10户最美西
郊家庭。

表彰大会上，景区相关
负责同志宣读了表彰决定，
授予李德富等 280 户家庭

“文明家庭”、高友宽等 10
户家庭“最美西郊家庭”称
号。在阵阵掌声中，大会为
10户“最美西郊家庭”颁发
了奖牌和奖品。

西郊村选树文明家庭
弘扬时代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