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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邑县示范带动实施“吨半粮”
创建——

深挖潜力 稳粮增效
任清松 闫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初冬时节，穿行在山东省临邑县富民
家庭农场，随处可见田成方、畦成垄、已经
长出麦苗的地块儿。
“虽受天气影响小麦播
种期推迟，但是今年底墒充足，适合土地深
翻。只要我们围绕‘吨半粮’生产能力建
设，做好晚播技术应对，综合运用小麦宽幅
精播、规范化播种、播后镇压等绿色高质高
效生产技术，明年小麦丰收不成问题。”富
民家庭农场负责人魏德东信心满满。
临邑县是全国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试
点县，连续九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该县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60 万
亩以上，粮食总产 15 亿斤以上。自然条件
优越、物质保障到位、科技服务健全等诸
多有利条件，为开展“吨半粮”生产能力建
设提供了强力支撑。

健全领导责任机制
优化粮食产能布局
自今年实施“吨半粮”创建工作以来，
临邑县积极行动，坚持“书记抓粮”，县乡
均成立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
“吨半粮”创建领导小组，层层签订责任
书，同时将“吨半粮”创建工作列入县级高
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强化督导推动，
形成上下一致、协同作战的整体合力。
提高“吨半粮”生产能力，核心示范带
动作用不可或缺。临邑县优化粮食生产
功能区布局，确定了光热资源丰富、土壤
质量高、交通便利的“吨半粮”生产能力建
设核心区。核心区近几年先后承担了粮
食高产创建平台建设、粮食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等项目，是农业农村部高产创建示范
区，具备良好的粮食高产创建基础条件。
“核心区沟、桥、路、渠、涵、林、电等基
础设施配套齐全，核心区内 3 个乡镇均建
有为农服务中心，发展种粮大户 268 个。
该县 8 个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其中粮食产业 4 个，核心区就占有 3 个。在
‘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中，核心区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辐射区、带动区粮食产
业提档升级。”临邑县委副书记崔磊说。
临邑县安排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品种
筛选与推广、新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现
代农机装备投入等方面，为保障“吨半粮”
生产能力建设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夯实产能基础保障
临邑县粮食连年丰产，高标准农田建设
功不可没。该县始终把建设高标准农田作
为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持续打造成方连片、适机作业、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该县通过引黄工程建设，增强区域水
资源调控和防汛抗旱排涝能力；加强田间
灌排工程与灌区骨干工程的衔接配套，形
成从水源到田间完整的灌排体系，畅通农
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健全农田设施
管护机制，确保长期发挥效益；优化机耕
路、生产路布局，整修田间道路，因地制宜
确定道路密度、宽度，确保满足农机作业、
农资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的要求。
“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让农田旱能灌、涝能
排、路相通、渠相连，极大改善了生态环境
和灌溉条件，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帮助。”临
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韩文庆说。
为筑牢增产肥力根基，临邑县积极推
广深耕、秸秆还田，应用配方精准施肥等技
术，为“吨半粮”创建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良种良技绿色创建
走好科学种田之路
推进“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必须突
破“科技关”。临邑县强化科技装备支撑，
推动良种良技绿色创建，在科学种田路上
阔步前行。
“良种是粮食增产的根本因素。”临邑
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王淑红说，
“ 只有优
良的种子配合科学种植技术，才能获得高
产。”临邑县与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
司、山东登海种业等企业建立联系，依托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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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桐梓：
“长短”结合助农增收

聚焦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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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每个乡镇（街道）打造 2000 亩的高标
攻关集成，取得了良好效果。
准小麦良种繁育基地，提升种子质量，保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障良种供给。该县依托富民家庭农场设
提升农业服务水平
立 100 余亩的“吨半粮”高产多抗品种筛选
示范区，筛选适宜当地栽培的高产、优质、
“以前秋收，全家老小齐上阵都得忙
多抗品种，为保障全县“吨半粮”生产能力
活半个月。现在，我们合作社 2000 亩地，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从春种到秋收全程机械化作业，几天就完
在今年的秋收秋种工作中，翟家镇秋
事了，省心又省力。”林子镇华辉合作社社
华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 600 亩玉米全部使
员李金华说。自从李金华加入合作社，不
但能拿到分红，还凭借着出色的农机驾驶
用履带式玉米籽粒收割机收割，玉米还田
技术，成为合作社的一名拖拉机手，秋收
机将秸秆粉碎，翻转犁机械将土地进行深
时一天就能收入 200 元。
翻、旋耕，随后携带前后镇压的宽幅精播
近几年，临邑县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机进场播种。据了解，为扎实推进农机农
艺融合，临邑县大力发展大型动力机械、 主体为载体，以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体系为支撑，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联合作业机械等先进农机，并及时实现更
营。截至 2021 年 9 月底，临邑县累计流转
新换代。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实现农
土 地 42.93 万 亩 ，土 地 流 转 率 达 到
机装备精准作业，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率
49.34％；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1513 家、家
达 100%。
庭农场 806 家；培育国家级示范社 8 家，省
该县探索打造开放式农业大数据平
级示范社 30 家，省级家庭农场 8 家。
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潜力巨大，能够
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发展大田作
有效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以及能
物精准播种、精准施肥、精准收获等智能
办但效率较低的生产经营问题。”临邑县
装备的应用，建设人机协同的一体化数据
副县长张妍说。
信息采集体系，推动“吨半粮”核心示范区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离不开农业社会化
向农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服务体系。今年 6 月份，临邑县与山东省
11 月 2 日，山东农业大学与临邑县人
供销社成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全县
民政府“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科技服务合
范围开展“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
作协议签约。山东农业大学将成立专家顾
模式，为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问团，以“吨半粮”创建为契机，借助山东农
提供耕、种、管、收、储、加、销等全程托管服
业大学农业技术与人才优势，定期开展种
务，形成村党支部领办+农民土地入股+供
粮大户培训会、职业农民培训会，共同打造
销社全程托管+政府投入保险+保底分红
山东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时建设科技
与产业融合基地，积极引进农业产业项目， “五位一体”土地股份制合作运营模式。供
销社开展土地全程托管服务，降低了农业
让优质农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工厂。
物化成本，增加了农民和村集体收入，增强
临邑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旗表示，此次
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推进“吨半粮”建设， 了村“两委”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推进了
是临邑县农业发展中的又一里程碑，必将 “吨半粮”创建工作的实施。
“开展‘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是推
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生机和活
动粮食绿色高质高产高效发展的重要举
力。据了解，临邑县着力加强与科研、高校
等机构合作，聘请农业专家利用网络平台， 措，临邑县将以‘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为
抓手，主动作为，高标准建设，规范化实
第一时间为“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把脉问
诊，并充分发挥各级专家技术团队的作用， 施，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临邑
县委书记林春元说。
聚焦种业、绿色防控等关键问题，联合开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近日，记者走进贵州省桐梓县小水
乡，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柚子树，墨
绿一片，在微风的吹拂下闪闪发光。走
近再一细看，柚子地里还种满了蔬菜，一
行一行的，长势喜人。
据了解，小水乡属纯农业乡镇，为推
动发展特色农业，打造产业支撑，推进现
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
持续增收，当地党委和政府依托自身资
源优势，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经果产业，先后种植
大娄山金柚 3080 亩、椪柑 2000 亩、玛瑙
红樱桃 800 亩、青脆李 600 亩。由于经果
属于长效产业，投入大，见效慢，为节约
成本，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在经果基地未
成林的情况下，积极推广“长+短”产业发

展模式，因地制宜在林下套种“短平快”
产业，增加经济效益。
“在大娄山金柚基地里种植羊角菜、
大蒜等蔬菜，不仅有效管理了柚子树，还
能多挣一份钱。”种植大户冯集平说。在
小水乡石场村党支部和村合作社的带动
下，冯集平在承包的 700 多亩柚子地里种
上了羊角菜。今年小水乡秋冬季产业以
羊角菜、油菜、大蒜等农作物为主，根据
不同海拔高度，因地制宜种植不同的蔬
菜，其中林下套种蔬菜 4000 多亩。
据悉，小水乡将以“生态果蔬庄园、
山地水乡乐园”为发展定位，通过“长短
产业”结合发展，以短养长，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推动大娄山金柚产业的高效发
展，同时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
极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小水的山地特色农
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新疆阿瓦提：棉花采收近尾声

打包采棉机正在采摘棉花。
□□
古海尔·艾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文/图
今年，新疆阿瓦提县 145.03 万亩棉
花喜获丰收，全县正统筹安排，争分夺秒
加快棉花采收进度。目前，已采收棉花
面积 122 万亩，采收率达 85%，棉花采收
工作接近尾声。
11 月 15 日，记者在阿瓦提县三河镇
宏宇村的棉花地里看到，农民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村民周伦儒今年种植了
130 亩优质高产棉，由于采取精细化管理
和机械化推广应用，棉花喜获丰收，亩产
达到了 470 公斤左右。
“我们从播种、施肥、滴肥到采收，全

程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极大地提高了我
们的采收进度。今年，棉花销售价也比
较高，平均价格在每公斤 10.5 元左右。
我的 130 亩棉花可以卖到 45 万元左右，
纯收入在 25 万元以上。下一步，我打算
买一台采棉机，这样既可以为我们宏宇
村的棉农提供采棉服务，也能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收入。”周伦儒说。
阿瓦提县是新疆棉花种植大县，由于
今年全面推广棉花机采种植模式，总产、
单产均同比大幅增加，预计棉花（皮棉）总
产将达到 19.517 万吨，同比增加 0.514 万
吨。棉花（皮棉）平均单产 134.57 公斤，其
中陆地棉单产 151.6 公斤，同比增加 1.23
公斤/亩；长绒棉单产90.5公斤。

四川泸州市纳溪区：
“金”菊丰收

江苏南京市高淳区结对帮扶陕西柞水县——

荒山上建起千亩茶叶示范园
□□
程章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倪杨金子
走进陕西省柞水县杏坪镇中台村石家
山，崭新的茶叶加工厂屹立在苍翠的青山
中，一行行、一道道茶苗在微风中摇曳。
柞水本不生产茶，也没有茶叶种植成功
的先例，曾经的石家山还是荒山一片。守着
荒山致富难，找对路子才能谋发展。从 2019
年开始，为了打造地区优势特色产业，为群
众寻一条持续稳定的增收路，苏陕两省结对
帮扶，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驻柞水工作联络
组推进东西协作，实现南茶北移，千亩无性
系茶叶种植园应运而生。
“起初，由于缺乏资金支持，项目开展并不

顺利。”高淳驻柞水工作联络组组长、柞水县委
常委、副县长魏巍表示，经过不断努力，驻柞水
工作联络组商议整合高淳区 7 个镇街 24个集
体经济强村结对帮扶资金210万元，采取飞地
建园模式，将资金集中投入中台村茶园项目。
在此基础上，苏陕协作资金连续两年将茶
园列为重点支持项目，投入资金700万元，支持
茶园扩建、茶叶加工厂、环山道路等建设。同
时，高淳区财政为每亩茶园每年补助1000元，
2019年360亩、2020年1030亩已获得补助。
资金就位，
良种、
技术也应齐备。为适应柞
水的气候环境，抗冻性强的“龙井43号”
“金萱”
等5个耐寒耐旱的优质茶叶品种从高淳运了过
来。来自高淳的农业技术专家赵福荣等人也扎
到了当地的田间地头，面对面地讲、手把手地

教，
帮助当地茶农解决种茶的技术难题。
在走访务工的脱贫户沈唐明时，他高兴
土地开垦、茶苗种植、寻找水源、电力供
地说：
“ 真是想不到我们中台村也能种出茶
应、安全过冬、改建道路、建设茶厂……目
叶！以前没有集体产业，我们年纪大的出去
前，中台村的茶叶种植面积已从 1 亩增长到
不好找工作，现在有了茶园，在家门口就能
2090 亩，昔日荒山变成了如今的青山。
挣到钱了，打零工每天都有 100 元左右的收
一个产业布局带动一方群众致富，这是
入，一年下来少说也能挣到上万元。”
苏陕协作支持的初衷所在。两年来，茶园项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魏巍表示，明
目严格兑现合作协议，累计为曾经的 24 个深
年起会在中台村试种茶叶成功的基础上，将
度贫困村分红 50 余万元，带动周边群众 110
茶叶种植推广到周边 5 个村乃至全县。未
余人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 395 万元，年人
来，这里将依托区位、生态、市场、品质、技术
均增收近 1.8 万元。柞水县中台村党支部书 “五大产业优势”，建设以高山生态为主的石
记范培勇表示，千亩无性系茶叶种植示范园
家山、八台坡、张氏沟、吴家湾、左家坡“五大
不仅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了有效平台， 种植园”，精心提升柞水云雾、柞水银针、柞
更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水白茶“三大品牌”品质，致力把茶产业与乡
兴有效衔接打下了坚实基础。
村旅游、健康养生有机结合。

湖南双峰县依托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

因地制宜发展再生稻十万亩
□□

冯兵田 吴海清 刘绍其

蜜橘飘香，黄谷满仓。
“一亩地平均下来
多收了 200 公斤，300 亩再生稻今年就多收
了 60 吨稻谷。”湖南双峰县盐井湾村种粮大
户金威龙满脸欢喜地给笔者算了笔账。
藏粮于技，藏粮于地。近年来，在确保
双季稻面积稳定的基础上，双峰县依托种粮
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再生稻。
今年该县共建设再生稻基地 24 个，种植再生
稻超过 10 万亩，为全县增产粮食 2 万多吨。
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粮食丰收，
“ 确保产粮
大县地位不动摇”提供了有力支持。
“省工、环保、成本低、政策支持、效益不
低！”提起种植再生稻优势，双峰县石牛乡上
茶示范基地负责人李兵良说。2019 年开始，
看好再生稻发展前景的李兵良将自己流转
的 700 亩稻田，拿出近一半来种植再生稻。
为确保双峰县再生稻持续健康发展，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再生稻产业的
发展。从 2018 年开始，双峰县在全市率先将
再生稻种植纳入奖补范畴，成为全省为数不
多的实施这一惠农政策的县之一。今年，又
对连片 300 亩以上的再生稻点在享有种植补

双峰县井字镇花山村再生稻种植基地。
贴外，另安排1万元工作经费。
三分靠推广，七分靠技术。双峰县农业农
村局成立了以局总农艺师任组长，推广、粮
油、土肥、植保等相关股站12名高级农艺师为
成员的技术服务组，分区域对再生稻基地开
展全程技术指导；同时邀请省、市、县技术专
家，采取集中培训、田间学校、现场观摩等形

李建新 摄
式，共举办各类培训、观摩活动 12 场次，培训
种粮大户、农技人员 1200 余人次。2018 年以
前，金威龙种植的再生稻再生季每亩仅增收
100公斤稻谷，农业专家上门指导后，如今每亩
高的可达350公斤，平均亩产达200公斤。
尝到甜头的大户纷纷撸起袖子“上马”再
生稻。再生稻在双峰县的推广应用得到了迅

速发展。2016年以前双峰县再生稻面积基本
维持在 4 万亩左右，以农民自发零星种植为
主。今年该县共规划了1个千亩示范片、23个
百亩示范点、2个再生稻高产攻关基地、1个再
生稻新品种品比基地、2个“再生稻+油菜”示范
基地，辐射带动全县种植再生稻超过10万亩。
面积上来了，技术也过硬了，丰收的季节
里再生稻赚足了“眼球”。10 月 28 日，双峰县
农业农村局、统计局联合对石牛乡再生稻再
生季进行现场机收测产，平均亩产 275.4 公
斤。再生稻两季产量为 1063.9 公斤，较一季
稻产量明显增加，与双季稻产量接近，再生稻
今年为该县累计增产粮食2万多吨。
由于再生稻再生季不用种子、翻耕、育
秧、插田，种植户的成本大幅降低，每亩可节
约 600 多元。因未施用农药，再生稻再生季
的市场价格比晚稻和一季稻还要高。丰收
时节，李兵良家客商盈门，5 元一斤的再生季
大米，前来采购的人仍是一茬接一茬，丝毫
不用担心销量。
双峰县湘军粮油、卓越粮油等省级粮油
加工龙头企业纷纷对再生稻谷进行专收专
储，注册了自有品牌，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拓展了电商销售渠道。

近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
普照村中药材基地种植的金丝皇菊进入
采摘期，遍地金黄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打古镇聚焦
“药茶养生”
产业发展思路，
以“党支部+专合社+农户”模式，引导村民

种植茶叶、
枇杷、
柚子及中药材等特色产业，
发展集生产加工、
观光旅游、
采摘体验、
药膳
餐饮、
特色民宿等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
不
但壮大村集体经济，
还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
富，
助力乡村振兴。 廖胜春 邓建刚 摄

河南滑县：
全力确保麦播面积
□□

尚明达 席瑞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冬日的清晨，豫北大地上飘起的薄
雾还未散尽，在位于河南省滑县小铺乡
西环路西侧的农田内，几台旋耕机来回
穿梭，轰鸣声此起彼伏，种粮大户王付强
在地头认真地检修着机器，并时不时通
过手机与机手交流。
“今年我承包的这 1000 亩土地全部
在滞洪区，受前段汛情影响，这两天才刚
开始整地，现在正忙着旋耕和施肥，这两
天就准备播种。”王付强指着地面上一颗
颗洁白圆润的小颗粒，一脸喜悦，
“你看，
这就是咱们刚刚施的肥，接下来就可以
播种，这 1000 亩地，旋耕、施肥、播种十来
天就可以完成了。”
为了实现粮食应播尽播，滑县农业农
村部门主动对接农药、化肥、种子等企业，
为农户种植提供保障，也为保障小麦种植
面积打下了基础。
“上级下达的小麦播种
目标已经全部完成，这一片属于滞洪区，
是目标之外的部分。”王付强解释说。
对于滞洪区内土地的耕作，王付强
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 分地块儿精准耕
作！根据每块地的情况，分时间段安排

旋耕、播种以及种什么作物。比如这一
块儿地势比较高，旋耕后就可以播种；那
一块儿地势低，前期积水多，旋耕后需要
晾晒两天再播种。”王付强说着并用手指
着远处的一块农田，
“ 另外，要根据地块
的位置合理耕种，能种小麦的就种小麦，
不能种小麦的就种洋葱和其他作物。”
为了提振种粮大户种地的信心，滑县
金融部门出台了优惠政策，为大户们提供
了资金补助和贷款，让其顺利播种。
“农业
部门派了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进行技
术指导，对我们的土地进行测土配方，精
准施肥，减少了投资，提高了土地的效
益。现在看，如果不出大的问题，滞洪区
内种下的小麦亩产还能达 1000 斤以上。”
王付强对明年的收成信心满满。
据了解，自“三秋”生产以来，滑县压
实政治责任，全面动员部署，印发《滑县
2021 年小麦播种技术意见》等，成立“三
秋”服务指导组，组织开展麦播技术培训
500 人次，供应化肥 95025 吨，保障各种
农资供应充足。
目前，滑县共有耕地 201 万亩，已完
成上级下达的 181.2 万亩小麦播种目标，
完成率超 100%，其余耕地的耕作播种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