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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杨巷镇党委、镇政府围绕创建江苏省宜兴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建优江苏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的目
标，在严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以项目建设为发力点，不断优化项目建设环境，搭建现代农业产业化平台，夯实现
代农业产业基础，做强做优绿色稻米、精品蔬果、生态畜禽、特种水产等产业。一批项目的陆续建成投用，加快了强村富民步伐，
促进了乡村振兴，为推进杨巷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目前，全镇在建和即将开工建设的农业项目共有8只，总投资约
6.86亿元。6月30日至7月4日，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深入该镇，了解部分在建和将建农业项目的推进情况，采撷了一组相关
方面的报道。

促进杨巷农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杨巷镇部分农业项目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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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巷镇党委、镇政府协办■

美在杨巷美在杨巷美在杨巷

项目简介：项目名称为江南
米道江苏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
立于2019年10月，是一家以大米
产业为基础，秉承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理念，拥有“科研育种+稻
米生产+文化旅游+互联网赋能”
四位一体式跨界布局的现代化科
技公司。公司以健康型功能性大
米、发芽糙米、留胚米及大米衍生
产品的研发、生产、文化宣传与稻
米电商平台运营为主要经营范
围，其创新的理念与布局在国内
具有首创性。

项目总投资1.6亿元，大米加
工区面积2.7874万平方米，预计产
能 10 万吨/年。项目主体位于杨
巷镇，拥有一期 1000 亩的种植基
地与50亩的大米加工厂。主要进
行大米育种、种植、生产，稻米文
化旅游、质量分析，并将开办米道

学校，利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政策，发展杨巷稻米文旅。

项目续航力：在项目科研育
种板块上，公司与江苏省农科院、
世界水稻研究所合作，引进先进
技术，进行功能性健康大米的品
种育种等科研工作，攻克有关技
术壁垒。

在稻米生产板块上，公司与
世界一流的稻米加工设备生产商
佐竹公司进行合作，确保稻米生
产质量。

公司致力于成为健康生活的
引导者、大米行业的先行者、大
米文化的传播者，致力稳固企
业在稻米行业中的地位，让更
多消费者吃到中国人自己产的健
康大米。

推进微镜头：7月4日上午，

在位于皇新村的江南米道项目功
能性水稻生产基地，市金裕穗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安排人员进
行大田除草作业。村党总支书记
王小明说：“项目的引进和建设，
倾注了市有关部门和镇领导的关
心和支持，保障了项目建设的质
量和进度。面积为1000亩的基地

功能性水稻种植和管理，由金裕
穗公司按照省农科院专家明确的
标准和要求实施，从今年夏种起
实行全程托管服务，确保功能性
稻米品质。”江南米道项目负责人
余昀则告诉记者，位于黄家村的
大米生产车间将于今年8月份开
工建设。

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函林
村，由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投资新建，计划总投资1.52亿元，
占地面积约 450 亩。主要建设母
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该项目属于江苏省农业
重点项目。

项 目 主 要 由“ 两 场 ”构 成 。
一场为母猪扩繁场，建设猪舍面
积约 1.855 万平方米，年存栏母
猪5000 头，年出栏商品猪12万头
以上。二场为商品猪育肥场，拟
建设猪舍面积为5.8万平方米，存
栏商品猪 5 万头。同时建设配套
设施8000平方米。该项目于2019
年10月开始筹建，预计于2020 年
8月投入使用。

项目续航力：项目投用后，将
是无锡市规模较大的生猪养殖和
供应基地，为我市生猪保供提供
有力支撑，成为保障我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
同时，仅猪场建设流转用地这块，

每年为函林村村集体可以增加27
万元的土地流转费用。与此同
时，函林村村集体还将承建投资
约600万元的猪场部分设施，并租
赁给猪场运营方，从中为村集体
可再增加每年数十万元的稳定性
收入。项目建成后，由润坤牧业
与正大集团合作运营，由该集团
按照标准化、智能化、生态化的模
式进行生猪养殖管理。

据有关资料介绍，正大集团
由华裔实业家谢易初、谢少飞兄
弟创建。集团从农作物种子的销
售开始起步，逐步发展壮大，形成
了由种子改良、种植业、饲料业、
养殖业到农牧产品加工、食品销
售、进出口贸易等组成的完整现
代农牧产业链，成为世界现代农
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典范。同时，
集团不断革新农牧业的经营理
念，在壮大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
的同时，还积极涉足其他行业，成
效卓著，已跻身东南亚规模较大
和较具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之列，

形成了以农牧业、食品业、商业零
售业为核心，制药、机车、房地产、
国际贸易、金融、传媒等领域共同
发展的业务格局。

推进微镜头：6 月 30 日上
午，记者在项目的“两场”建设现
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猪舍
内粪污隔离板的铺设，以及排污
管道等设施的安装。“项目自
2019 年 10 月筹建以来，得到了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杨巷镇
等各级的大力支持，从项目的立

项、环评审批到用地需求等，都
给予了精心协调和全力保障。
在用地上，还得到了函林村村干
部和村民们的大力支持。”项目
建设现场负责人孙永新说。在猪
场的建设过程中，从猪舍、饲料仓
库、交配场、消毒池到排污设施设
备的配备等，全部与正大集团制
定的猪场智能化、标准化、生态化
的建设管理和运营标准相一致，
以保质保量推进猪场建设，确保
猪场如期投用。

项目简介：宜兴市现代农业
（蔬菜）产业园项目由江苏绿港集
团公司、市兴杨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芝果村共同投资 7470 万
元建设，是创建江苏省宜兴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的重要内容。项
目名称为：江苏绿芝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地点位于芝果村。

该项目属于江苏省农业重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智能化玻
璃温室 8160 平方米，育苗连栋温
室 2.6624 万平方米，18 米跨装配
式双膜拱棚5.1552万平方米，自动
化分拣包装物流车间4500平方米
等，设施总面积9.362万平方米。

项目续航力：在项目的建设
和运行过程中，引进江苏绿港集
团公司先进的技术、品种、人才和
生产体系。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
标准化育苗，智能化生产，自动化
包装物流，高科技展示，科技培训
与推广，蔬菜种植、加工和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化蔬菜产业示范园，
为无锡市、宜兴市现代农业发展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项目所在地芝果村村级投资

800万元用于建设部分生产设施，
并租赁给江苏绿芝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使用。包括土地租金在
内，每年可为芝果村增加村级收
入60余万元。

未来，产业园将采用“1+X”模
式，吸引周边合作社和以家庭为
单位的农户加盟或入股经营，带
动“X”个小园区的发展，每个小园
区面积100亩左右。届时，核心园
区将设立发展基金，提供部分资
金支持，同时提供现代农业生产
设施和技术支撑，带动当地农
民、合作社和生产企业共同发
展。这些“X”园区将按照江苏绿
港提供的标准技术，统一园区规
划建设、统一管理制度及品牌化
运作、统一包装销售，创新生产方
式，促进合作社和农户增收，实现
强村富民。

推进微镜头：7月 2日上午，
记者在市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
看到，玻璃温室、育苗连栋大棚、
双膜拱棚共50多只大棚已基本
建设到位。“从7月20日起开始蔬
菜育苗，9月1日起首批采用标准
化、智能化模式种植的有机蔬菜

将‘进驻’大棚，12月1起产业园
的首批蔬菜将上市。产业园的建
设，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芝果村的
大力支持。在项目规划建设前
期，无锡市、宜兴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宜兴市和杨巷镇的领导，多次
深入到绿港集团考察，探讨交流
合作模式，创新性地提出了项目
合作建设的思路。”产业园项目建
设负责人王登先说，经过多次研
讨论证后才敲定了建设方案。芝
果村党总支书记沈正民则告诉记
者：“绿芝现代农业公司，在引进
绿港集团优质蔬菜品种，高端技
术、人才、资本的同时，将创新融

入芝果村的脱贫转化机制，放大
项目建设的社会效应。”

据悉，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公
司位于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一家从蔬菜种苗发展起来的现代
农业公司，也是全国第二大种苗
公司，它能提供现代农业设施规
划和建设、农业自动化设备销售、
蔬菜种子新品种研发、大棚无土
栽培技术、生物肥料、生物制剂、
优质蔬菜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现
代农业新技术推广等全产业链服
务。目前，该公司对外合作项目
有10多个，具有丰富的生产和管
理经验。

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革新
村、皇新村等村，由江苏碧诺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市兴杨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1.5 亿元
建设，一期投资 5000 万元。该项
目的建设既是提升我市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举措，更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创
新示范。

项目续航力：田园牧歌(杨巷)
城乡综合体项目，充分整合杨巷
镇现有农业配套基础设施，利用杨
巷万亩良田，通过秸秆等农业有机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改
良土壤。同时依托测土配方、精准
施肥、智能种植等先进技术，通过
物联网大数据展示中心、专家交流
合作、品牌营销策划、专业电商等
平台，打造“杨巷大米”高端品
牌。项目建设将通过政府引导、
农企合作的方式，分步实施、有序
推进，不断提升稻米品质和销售
价格，为实现强村富民、探索杨巷
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作出新的探
索和实践。

推进微镜头：7月3日，在革新
村的一片面积约30亩的农田里，由
碧诺环保派出的技术人员正在组
织智能大棚建设的准备工作。“这
里将被打造成一个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公司与日本欧姆龙进行战略
合作，引进日本最先进的智慧农业
技术，为杨巷番茄、草莓等蔬果的
品质提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碧诺环保负责人蒋子厚告诉记者，

“公司也会利用坐落该村的农业科
技服务中心的展厅和教育培训平
台，结合正在建设的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把农业科技服务中心打造成

青少年农事体验、亲子采摘、环保
科普教育、社会实践的综合实践基
地，启迪青少年的环保意识，培养
年轻的‘新农人’。”

与此同时，在皇新村的 1000
亩大田里，正由金裕穗公司安排
人员按有机稻的田间管理标准，
进行灌水作业。村党总支书记王
小明告诉记者，皇新村是纯农业
村，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有机
稻的种植。这 1000 亩大田从秧
苗供应、机械化栽插、植保管理到
收割烘干、加工销售，由金裕穗公
司实行全程托管服务，全程按有
机稻种植和管理的标准来实施。

“这些田块共涉及农户近200户，
他们都积极配合把土地流转出
来，不仅可以获得每亩1000元的
流转费，还可以在流转地里打工，
获得一份工资性报酬。还有农田
秸秆等全部变废为宝，用来改良
土壤和环境，对全村百姓都有好
处。”王小明说。

据蒋子厚介绍，田园牧歌(杨
巷)城乡综合体项目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得到了环科园管委会、杨巷
镇领导和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项目自今年3月下旬在杨巷镇
签约以来，革新村、皇新村的农户
全力配合镇村流转农田。截至目
前，项目涉及的邬泉村800亩有机
稻种植已落实到位，皇新村的1000
亩有机稻种植3年转换期作业，也
严格按标准落实各项管理要求。

“碧诺环保整合清华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日本欧姆龙等国内外优势
资源，通过科技创新将杨巷的农田
秸秆、畜禽粪污、厨余垃圾等有机
废弃物变废为宝，改良土壤，实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预计于
今年10月全面建成。”蒋子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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