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活“源动力”振兴“主战场”

斗门区奋力打造乡村振兴全国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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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提出，斗门区将构建完
善现代农业发展政策体系，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牵引，以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和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为切入点，实施新一轮农村综合改
革，着力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人才引进体系，推
动现代农业发展更有保障、更有空
间、更有潜力。

斗门区开展全国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改革工作有序
稳妥推进，在去年12月顺利通过省中
期评估。以试点村建设为试点，斗门
逐步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在时限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分批逐步
扩大试点范围。

经摸查，斗门区现有农民住宅房
屋164443栋、宅基地91719宗，面积
约8.94平方千米。在开展全国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中，为稳妥
推进改革，按照先易后难、以点带面、
风险可控、稳慎推进原则，在做好全
区性基础工作同时，选取村情稳定、
条件成熟的斗门镇上洲村和莲洲镇
福安村作为试点村先行封闭探索，适
时提炼和完善制度成果，形成可推广
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毫无疑问，重点突出试点村工

作建设，成为斗门区全国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生动探
索！

以传统种植业为主、集体经济收
入少的上洲村，侧重探索闲置农房盘
活利用，引入区属国有企业开展村企
合作建房，村民将旧房租给国企发展
民宿等乡村业态，国企统一集中建设
新房改善村民居住条件，解决宅基地
不足和存量闲置宅基地并存、村民自
有建房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升村集体
和农民个人收入。

可分配宅基地极少的典型水上
村福安村，侧重建设村民公寓，在村

民集资首付的基础上，创新探索以农
户股权分红作为质押申请银行贷款，
最大限度集中集约利用土地，降低农
民建房成本，保障村民住房需求和改
善人居环境。

“目前，两村村企合作建房和村
民公寓建设均已进入深化设计和

‘三通一平’阶段，明确报建审批手
续流程，预计年内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同时已初步制定村企合作建房
和村民公寓建设方案、申请积分管
理办法、农民公寓建设贷款融资方
案等。”斗门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4月7日，斗门区召开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

“作为全市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斗门区将把高质量发
展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各方面，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大力发掘斗门浓厚乡村文化，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
建设繁荣的农村，加快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
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力争破解城乡发展
不平衡，开创斗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斗门区委书记苏虎
表示。

“十四五”期间，在“四区”叠加的历史机遇下，斗门将
聚焦聚力“五大振兴”目标，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奋力打
造乡村振兴全国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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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在斗门区
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推进会议上，斗门区委书记
苏虎表示，斗门作为全市乡村振兴的
主战场，被寄予厚望，大家要立足过去
打下的工作基础，认真抓好各项工作
任务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
手，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
中心任务，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为此，在全市上下勇担使命、加快
发展、当好尖兵，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
区的大背景下，斗门乡村振兴迎来更
大空间更多机会。会议要求，全区上

下要把高质量发展贯穿乡村振兴全
过程各方面，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产
业，大力发掘斗门浓厚乡村文化，既
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
农村，加快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力争破解城乡发展不平
衡，开创斗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务必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全身心投入“三农”工作，加快补齐
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产业，推动农业更强、农村更美、更
有活力，在奋力打造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战略拓展区中彰显斗门特色，为
全市、全省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作出斗门更大贡献。

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
又要建设繁荣的农村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斗门区2021
年全年农业总产值74.87亿元，同比增长
5.3%。目前，全区水产养殖面积17.73万
亩，渔业总产量为25.92万吨，同比增长
1.7%；渔业总产值 57.6 亿元，同比增长
4%。其中，白蕉海鲈3.9万亩、产量15.6万
吨、产值32亿元，占渔业产值5成以上。

斗门区在全力打造特色优势水产养
殖、擦亮“白蕉海鲈”农业品牌之际，积极推
进生猪复产。目前，全区有14家畜禽养殖
场，其中生猪养殖场8家、家禽养殖场6
家。2021年，全区生猪饲养量10.62万头，
同比增长69.96%；其中存栏6.37万头，同比
增长 17.96%；出栏 4.25 万头同比增长
401.36%。积极协助猪场推进改扩建工作，
珠海天种畜牧有限责任公司猪场、斗门基壮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丰源猪场、食出斗门猪场

（茂丰猪场）均完成改扩建，生猪供应逐步趋
于稳定。稳步推进茶冷迳猪场建设，该场
2020年启动，预计2022年底建成运营。

为稳定恢复生猪产量，斗门区推行生
猪政策性保险、价格险以及活体抵押贷款
等融资政策。截至2021年年底，全区养殖
场共投保32份，共计投保生猪136157头，
保险费为578万元。协助猪场完成600万
元的活体抵押贷款，一定程度缓解了猪场
资金困难问题。

下一步，斗门区将积极推进茶冷迳猪
场和新生猪屠宰场的建设，尽快落实标准
化养殖场运营。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重点抓好非洲猪瘟、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建设，推动
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提升，确保不发生区
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生猪出栏4.25万头
同比增长401.36%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
2022年，斗门区紧紧围绕“确保
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总目标，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有序推
进“三农”各项工作，聚焦5项重
点工作，推动斗门乡村振兴取得
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
步伐。

全区2022年“三农”重点工
作主要包括：通过牢牢守住粮食
安全底线，做好生猪和蔬菜等重
要农产品复产稳产工作，实施品
牌提升战略，发挥平台带动作用，
聚焦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不断提升现代都市农业发展
水平；通过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

板，打造特色乡村振兴示范带，提
升农村宜居环境，聚焦乡村振兴
示范区建设，打造岭南特色风貌
示范村居；通过以点带面推进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全国试点工
作，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强
化要素支撑，聚焦改革试点工
作，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坚
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
面领导，夯实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聚焦基
层党建引领，走好乡村治理善治
之路；做好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
湄潭县工作，做好省内对口帮扶
阳西县新墟镇工作，聚焦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做好对口
帮扶工作。

今年“三农”工作要点
聚焦五项重点内容

□新闻链接 □重点工作 □相关数据

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的南门村、全
国文明村镇的南澳村和红星村、中国
乡村旅游模范村的莲江村、中国美丽
乡村百佳范例的石龙村……这些以
生态宜居著称的村庄，无一不是斗门
举全区之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
践。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斗门区规
划部署，将打造莲洲镇农旅融合乡村
振兴示范带和斗门镇文旅融合乡村
振兴示范带，并以此为突破口，以点
串线、以线带面，争创全国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

“与样板村、示范村打造不同，乡
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将按照景区化思维

来进行，着重为乡村导入产业，打造受
市场欢迎的核心产品，同时突出斗门
区厚重的文化底蕴，解决农民就地增
收的问题。”项目策划运营方珠海文旅
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莲洲镇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
带：瞄准打造国家农业公园和全国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的目
标，以农业景观、农产品及其生产过
程、农业技术及其支撑设施、农业文
化及其物化形态等为核心吸引物，打
造新型农业旅游园区。

斗门镇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
带：定位国风田园综合体，从旅游产
业、文化建设、居民生活、可持续发展

等角度探寻开发方向，充分挖掘斗门
镇旅游资源及潜力，推进农村产业融
合，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两个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建设，成
为斗门区全域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加快推动向精美农村跃升的生动
写照。

此次会议提出，斗门区将科学制定
乡村建设规划，对标对表国内先进发达
地区做法，坚持高水平、高标准、高起
点，注重历史文化留存，保持原有特色
韵味，推动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重新编
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在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方
面，斗门区将持续开展“三清三拆三

整治”，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管护
机制，全面解决环境卫生脏乱差问
题。扎实抓好垃圾分类工作，实现
100%村居垃圾分类全覆盖。严格落
实河湖长制，抓好污水革命，全面完
成问题河涌和黑臭河涌整治。推进
厕所革命，解决好农村如厕难、排污
难、处理难“三难”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
水平，斗门区将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
衡配置机制，聚焦教育、医疗、养老、
社会保障等农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坚持办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和

“民生微实事”项目，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白蕉现代冷链物流园内，已经进
入建设阶段的集元水产品产业链共
享平台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铆足干
劲，推动项目朝着今年启用的目标前
进。

白蕉现代冷链物流园是斗门做
好“一条鱼”文章的重大基础性工程
之一，已累计吸引近20家国际领先
水平的水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
企业入驻。“白蕉现代冷链物流园将
建设36万平方米的各类水产品深加
工厂房，并配备低温和超低温冷库，
预计每年新增产值25亿元。”斗门生
态农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前每逢‘白蕉海鲈’集中上市
期，养殖户大都采用‘打冰’的简易冷
冻方式，很多鱼卖不出高价，而现在
的白蕉现代冷链物流园里，深加工、
冷链物流和产业配套都完善起来了，
养殖户的收入也节节攀升。”珠海市
农产品流通协会会长黄锦忠说。

“一条鱼”带动一个产业，“白蕉海
鲈”已成为带动斗门农民增收的“致富
鱼”、乡村振兴的“希望鱼”，是珠海乃
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张耀眼名片。眼
下，有了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的加持，
一幅“白蕉海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生动画卷已然徐徐展开。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打造
全国海鲈交易平台。此次会议提出，
围绕做大做强白蕉海鲈产业，斗门区
将建设中国（珠海）白蕉海鲈产业中
心，打造全国海鲈交易平台，实现集
中供货，提升产品销售渠道，降低流
通环节成本，解决定价权问题，增强
对海鲈产业链的主导力和控制力，打
通一二三产业环节，构建百亿级水产
品“标准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
产业链。

斗门区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
底线，坚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
护硬措施，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做好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工作，建
立三级“田长制”试点，强化耕地用
途管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
用地。

此外，斗门区还将不断夯实现代
农业发展载体，加快白蕉海鲈产业
园、休闲农业产业园建设，以现代都
市农业、生态旅游、健康产业为引擎，
加快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等重点
产业项目建设，打造集农业技术研
发、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健
康养生及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国家级
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推动三产融合蓬勃发展

斗门镇上洲村成为斗门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

莲洲镇停云小镇打造美学创意聚集地。

斗门镇上洲村计划引入区属国企开展村企合作建房。

早造水稻开始插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