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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万物盎然。
在白蕉临江片区的斗门区白蕉海鲈产业园，珠海市祺海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祺海水产”）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除了
要完成每天1.5万斤的水产品深加工，还要为5月份即将上马的
“鲈鱼公馆”预制餐精心准备。

比预制菜更上一个台阶的预制餐，成为祺海水产做大做强现
代农业产业的利器。

眼下正火的预制菜，被认为是“一端连着乡村振兴，一端连着
消费变革”。企业更大发展，需要抢占市场；斗门区乡村振兴更上
一层楼，需要更深远的谋划、更深入的推进、更有效的举措。

谋定守正出新策。此前召开的斗门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审
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做好斗门区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对全区乡村振兴工作进行部署，提出
包括积极申报创建斗门区省级预制菜产业园等九大重点举措。

聚焦九大举措，成为斗门区今年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进
一步认识、发挥主战场优势，可以获得乡村振兴的接续动力和
可借鉴经验。为此，斗门区将以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为契
机，通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斗门特色的乡村振兴
发展之路。

“公司现在一天要完成1.5万斤的
水产品深加工，主要以‘白蕉海鲈’为
主。”祺海水产总经理杨映辉说。

祺海水产位于白蕉临江片区的斗
门区白蕉海鲈产业园，公司成立于
2014年，2020年8月搬迁至产业园区。

走进生产车间，眼前是一派忙碌的
景象，员工们正在对“白蕉海鲈”、金目
海鲈等优质水产品进行深加工。“公司
的产品荣获2016年广东国际渔业博览
会‘最佳产品奖’，先后6次登上央视《致
富经》《谁知盘中餐》等栏目。”杨映辉表
示，公司是中国水产加工与流通协会鲈
鱼分会发起单位和理事单位，也是盐渍
海鲈加工技术规程制定单位之一。

眼下，祺海水产还有一项重要的工
作，就是在为5月份即将上马的“鲈鱼公
馆”预制餐进行精心准备。公司自发研
制的常温储存技术，让“鲈鱼公馆”预制

餐的组合更丰富，在营养、风味等方面
更加可控，比预制菜上了一个台阶。

预制菜已经火到出圈。不单单餐
饮食材厂商在参与，就连资本、政府、协
会甚至现代农业产业……都在纷纷入
局。天眼查数据显示，与预制菜相关的
企业注册量逐步增长，目前已经高达
7.19万家。根据最新发布的2021年中
国预制菜产业指数省份排行榜，广东和
山东包揽了前两位。作为一南一北着
力打造预制菜产业的省份，从政府到民
间在预制菜市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备受
关注。

对于祺海水产而言，即将上马的预
制餐意义非凡，将成为做大做强公司现
代农业产业的不二利器。

眼下正火的预制菜，被认为是“一
端连着乡村振兴，一端连着消费变革”，
其最大特点在于串联起一二三产的整

个产业链。
现代农业企业想得到更大发展，需

要抢占市场；斗门区乡村振兴要更上一
层楼，需要更深远的谋划、更深入的推
进、更扎实的举措。

4月14日斗门区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召开，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做好斗
门区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下称《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对全区乡村振兴工作
进行部署，提出包括积极申报创建斗门
区省级预制菜产业园等九大方面40项
具体工作举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是中央连续出台的
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驰而不息重
农强农的坚强坚定决心。“《实施方案》

对全区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
了九大方面40项具体工作举措，是与
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一脉相承
的。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三农’工
作在全局中的政治性、战略性、基础性
地位和作用，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
出重要位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斗门特色的乡村振兴发
展之路。”斗门区委书记苏虎表示。

据介绍，《实施方案》九大重点举措
主要包括：全力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全力抓好耕地保护利用，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加强农业
基础支撑，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稳妥
推进乡村建设，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
加大要素保障供给，坚持和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九大重点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谷雨时节，“雨生百谷”。“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的收获，离不开系统谋
划、精准施策、持续发力。

斗门区今年要切实完成《实施方
案》九大重点举措40项具体工作，需要
什么样的传统优势、可借鉴经验？需要
什么样的责任感、使命感、奋斗感？种
种的谋划、发轫，离不开一个词：主战
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斗门区成
为全市名副其实的主战场。数据显示：
斗门区目前有129个村居，其中涉农村
居118个，农村总人口近22万人，占全市
农村人口近9成，基本农田面积占全市的
7成，是全市农产品的主产区。

在“三农”领域，质量更能成就未
来。

斗门区成为主战场的深刻内涵，还
在于在乡村振兴多个领域取得的可借
鉴经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斗门区
取得阶段性成效。深化改革、产业提
升、人居环境、村庄风貌提升、补基础
设施短板、富民强村、基层治理、文明
乡风等八大工程成效显著，累计投入
45亿元持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完成113个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旧
貌换新颜。

正是这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探索
精神与经验总结，让斗门区主战场的意
义更加丰盈。目前，全区建设各级各类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60个，“厕所革命”
经验入选全国农村厕所革命九大典型
范例，入选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单位，获评国家生态区、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乡村旅
游目的地、中国最美休闲度假旅游名
区、中国海鲈之乡、中国禾虫之乡、中国
黄沙蚬之乡等。

放眼全区范围内，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的莲江村、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的南
门村、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的石龙
村、全国文明村镇的南澳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的上洲村和草朗村……一
个个誉满南粤乃至全国的“网红村落”，
成为斗门区乡村振兴战略主战场的王
牌之作。

有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2019年
3月29日至30日，全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正是在
这样一个全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大平台上，莲洲镇莲
江村和斗门镇南门村脱颖而出，双双成
为省级试点样板。至此，从区级、市级
样板，再升级到省级标准，斗门区乡村
振兴完成了3.0版本。

不停步才会更进步；有压力才会生
动力。斗门区高端谋划乡村振兴战略
下一步发展目标，2020年7月出台《斗

门区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工作方
案》，在省级试点基础上，对标对表、自
我加压，举全区之力创建具有斗门特色
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而正是创建这
样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具备了4.0
版本的特质。

从1.0 版本到 4.0 版本，可以进一
步帮助认识、发挥主战场优势；可以进
一步帮助获得乡村振兴的接续动力和
可借鉴经验；可以进一步帮助更好地
全面推进2022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按照规划部署，斗门区将把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创
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为契机，持续深
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着力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
效，着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着力深化
农村改革，着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奋
力在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中率
先突破。

发挥主战场优势再次实现突破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斗门
区在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过程
中，将建立“田长制”试点，逐步在
全区范围内建立区、镇（街道）、村
三级耕地保护“田长制”。

按照试点初步方案，斗门区将
通过建立统筹领导机制、逐级负责
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考核奖惩机
制及加大资金支持等保障措施，到
今年年底，初步建立区、镇（街）、村
（社区）三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和
相关配套制度，初步形成“横到边、
纵到底、网格化、全覆盖”的耕地保
护监管格局。到2025年，“田长
制”配套制度进一步健全，工作机
制进一步完善，形成保护更加完

善、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
监督更加有力的耕地保护新格局，
确保完成“十四五”规划确定的耕
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实现“数
量不减、质量提升、布局稳定”的目
标。

按照试点初步方案，“田长制”
试点的实施范围是：区内有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乡镇（街
道）、行政村；其主要任务有：优化
农田布局，抓好农田保护，加强农
田建设，强化农田利用，加强撂荒
地管理，严格农田管理，推进耕地
质量提升，建立数字化网格化监管
体系等。

斗门区将建“田长制”试点
以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据“闪电新闻”报道：根据
《2022年中国预制菜行业发展趋
势研究报告》，2023年预制菜市场
规模或将达5165亿元。在这个庞
大的市场中，广东占有举足轻重的
分量，而斗门区提出积极申报创建
斗门区省级预制菜产业园，正是

“竞逐”预制菜广阔市场的有力抓
手之一。

何为预制菜？将各种食材配
以辅料、经预加工而成的成品或
半成品，便可纳入预制菜的范
畴。其最大特点在于串联起一二
三产整个产业链。广东“竞逐”预
制菜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底色十足。作为农业生产大
省和农产品消费、贸易大省，广东
经过多年发展，其畜禽养殖、水产
养殖、饲料加工、种植业等行业均
走在全国前列。

在 2021 年中国预制菜产业
指数省份排行榜中，广东排名第
一，足以说明其预制菜产业发展
的良好态势。除此之外，广东还
有一些叫得响的预制菜品牌，都
已经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市场占
有率。

驶入蓝海。除产业链上游基
础雄厚外，广东对预制菜产业的高

度重视也是一大助力。广东最近
一次聚力预制菜产业发展，是在3
月份推出全国首个省级预制菜产
业政策《加快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梳理文件细节，可以发现广东
在打造预制菜产业链上考虑之全
面。从建设预制菜联合研发平台、
构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规范体
系，到培育预制菜示范企业、培养
预制菜产业人才，再到加大财政金
融保险支持力度、建设广东预制菜
文化科普高地等，皆能体现出这份
产业政策的含金量之高。根据《加
快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十条措施》，广东力争五年内培
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
的预制菜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企
业。

抢立标杆。根据规划，粤港澳
大湾区预制菜产业园面积 7000
亩，将高标准建设集水产禽畜养
殖、生产加工、冷链配送、中试研
发、检验检测、电商金融及科普观
光等肉类和水产深加工全产业链
功能于一体的预制菜示范园区。
值得关注的是，依托园区聚集产业
发展，广东还计划将预制菜的市场
扩大到海外。

“竞逐”预制菜 广东优势何在？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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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劳作景象。

莲江村航拍图。

预制菜。斗门镇接霞庄。 生产车间一片忙碌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