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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行

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商友 于鹏飞

□□

为扎实开展“学党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
区把补齐农田水利短板作为保障改善民
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着力
推进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体系
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
产能力将明显提高
据了解，1.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
道办事处，总投资 1200 万元，修建田间
道路 92.38 公里、新建渠系建筑物 87 座、
沟渠清淤 181 条 10 万余米。该项目完

善了田间道路配套，硬化生产路，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夯实了农业发展
基础。为全面实现田间机械化作业，提
高土壤质量，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通过实施这个项目，我区 1.5 万亩
农田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土地变成了成
田成方、路面硬化、灌节水、电配套、基础
设施先进、综合设施配套的高标准农田，
有助于保障东城街道及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粮食安全，为发展现代农业、高效
农业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东城街
道农业办负责人于鹏飞表示。

甘肃酒泉市肃州区探索“高标准农田+”
模式——

补齐发展短板 描绘振兴画卷
□□
孙艳 李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晓燕 鲁明 文/图
冬日的河西走廊西端，肃州的乡村犹
如一幅美妙的中国水墨画，朴素、典雅、意
趣盎然。漫步其中，放眼望去，一层层皑皑
白雪盖在已经丰收的肥沃土地上，曾经“地
块块、矮埂埂、渠弯弯”的田地变为现在一
亩亩土地平整、设施齐全的高标准农田。
近年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积极创
新探索“高标准农田＋”模式，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紧密结合，不断补
齐农业发展短板，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大力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打造
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
“标杆”，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
注入乡村振兴新活力

近日，四川省丹棱县农业科技人员在
该县张场镇大田坎村采集土样。
丹棱县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在张场镇大田坎村、仁美镇光明村和里仁
社区如期实施，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2700
亩。该项目确定 12 个调查采样点位，在

项目实施前、项目建成后，开展地理坐标、
耕地立地条件、土壤自然属性、土壤健康、
田间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等一系列调查，采
集土样化验氮、磷、钾及种微量元素含量，
全面开展农田“体检”。
刘敬宗 彭华碧 摄

安徽怀宁

加强监管着力提高农田建设质量
钱续坤

□□

工建设质量、造价、进度进行控制，并且
实行全天候、全过程、旁站式监督，守住
为进一步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 工程质量这条“生命线”
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廉政风险防控，同时
另一方面，推行社会化监理，按照
建立健全相关的预防监督机制，安徽省怀 “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聘请项目区内
宁县针对县内高标准农田建设点多面广
党员、种田大户 80 余人参与项目监督，
的特点，积极采取“双监理制”的监管方式
让“群众监理”真正发挥监理作用，使农
加强质量监管，效果显著。
民从项目的受益者转变为项目的参与者
所谓“双监理制”，就是专业化监理
和监督者，极大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与社会化监理双管齐下、同步实施。一
确保工程质量监管在阳光下运行。
方面，该县加强专业化监理，通过公开招
“从目前施行的效果看，
‘双监理制’
标的形式，聘请有资质的监理公司担负
确实能够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工程质
监理主责。监理单位中标后，在机械进
量，从而确保高标准农田持久发挥效益，
场前确定每个标段的现场监理负责人， 为粮食安全再添‘保险锁’。”怀宁县农业
负责施工资料的收集保管以及对工程施
农村局局长盛春林介绍。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面对农村土地
“碎片化”、经营“分散化”和发展动力不足
的情况，金佛寺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有效带动了机械化种植、规模化生产
和产业化经营，努力让农田成为农民的
“稳产田”
“高产田”
“旅游致富田”。
金佛寺镇副镇长武兴华说：
“我们将
原来小而散的土地进行整理，更便于实施
高标准农田规模化建设，走集约化经营之
路，并且还能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
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致富。”土地流
转、规模承包、集约化经营，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农民增收致富带来了一条新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使过去易旱、易涝的
农田得到改造，由低产田变成丰产田、高产
田，不仅给农民带来看得见的实惠，也为农
业现代化发展打开了突破口。据了解，金
佛寺镇今年积极向上争取到二坝村、上三
截村、观山口村、金佛寺村 4 个村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总计 2.8 万亩，总投资 4300 余
万元。项目计划实施土地平整 7882 亩，新
建改建灌溉渠道72公里，新建机耕道路80
公里，栽植农田防护林499亩。
与此同时，在泉湖镇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场，农民和工人们正在利用农闲时节
平整土地、开挖水渠、铺设宽田间道，推土
机师傅取土、压铲、平推一系列动作十分
熟练、有条不紊。
泉湖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以项目
为依托，以企业为牵引，以资源为着力点，
通过积极向上协调和争取，在头墩村推进
平整土地4420亩，实现小田变大田，并配套
架设滴灌、管灌等设备，大力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建成千亩高原夏菜种植基地。
高标准农田不仅为优质高原夏菜种
植基地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也为基地建

设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基地土地资
源利用率、产值效益和品牌影响力全面提
升。截至目前，泉湖镇高原夏菜种植面积
已由 2020 年的 1062 亩扩建至今年的 4420
亩，年产高原夏菜提升至 3000 吨，年纯利
润达 1200 万元以上，形成了区域特色明
显、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新格局。
走进三墩镇二墩村的项目施工现场，
一派繁忙景象，挖掘机的轰鸣声不绝于
耳，施工人员抢时间、保质量、赶进度，高
标准农田建设“高歌猛进”。
三墩镇具有蔬菜种植得天独厚的资
源条件，辣椒产业逐渐成为该镇农业发展
的主导产业，辣椒种植面积突破 4 万亩，
红彤彤的小辣椒成了农民的“致富密码”。
以前由于耕地碎片化问题突出，生产
方式主要以分散种植为主，存在“有产品无
品牌，有产出效益低，有收益成本高”的情
况，辣椒种植始终没有形成规模。近年来，
借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机，三墩镇大力
盘活闲置土地，将农户的“块块田”化零为
整，并配套完成节水灌溉提升改造、土地综
合治理和农田防护林等基础设施建设，给
农作物种植打好了基础，也让种植户享受
到了发展的红利。今年，三墩镇积极争取
二墩村、下坝村两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总计 1.48 万亩，实施管道工程 130 公里，架
设给水栓 2583 个，实现解决土地碎片化、
发展节水农业、提升土地效益一举多赢。

“高标准农田＋美丽乡村”
展现乡村振兴新魅力
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要让老百姓的口
袋“鼓起来”，也要让家门口的环境“美起
来”
。近年来，
肃州区把生产环境改善与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统一设计、
连片建设，
将项目区打造成为秀美田园。
如今“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林成

网”的景象不仅能出现在江南水乡，在西北
的肃州也可以实现。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将高标准农田项目与土地增减挂钩、耕
地占补平衡项目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农田
建设与村庄建设，统一规划新建住房及生
产设施，实现了治一方农田、美一方家园。
“过去路上乱七八糟堆着很多柴火，
农用机械进不来出不去，看着也不好看。
但是现在建设过后，路宽了，配套设施安
装好了，看起来也更美观了。”总寨镇西店
村五组村民卢建明说。今年来，肃州区坚
持以“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将
自然形成的无序村落和单庄独户进行拆
除复垦，把居民点前后占用耕地乱搭乱建
的破棚破圈、柴草秸秆进行全面清理，并
配套道路、绿化、供暖等基础设施，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彻底改善，
“看山望水记
乡愁”的美丽家园初步显现。

“高标准农田＋机械化生产”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放眼望去，肃州区高标准农田上大型
农用机来往穿梭，先进的农用技术被逐步
推广使用，这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集
约化相融合密不可分。
肃州区坚持高标准规划、连片开发，
持续提高耕地综合产能，通过集中连片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碎地变整田、
小块并大块、坡地变平地、劣地变沃土、分
割变联通，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机
械化发展、新技术推广应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创造有利条件。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变了农业经营模
式，农田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
条件的改善推进了耕地机械化作业，加速
了土地流转，使耕地向种粮大户、农业企
业集中，推动了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
营。项目区土地流转率达到 20.2%，机械

化率提高了 85%，为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转变，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竞争力，
促进农民增收奠定了基础。

“高标准农田＋产业发展”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我们跟合作社合作之后，有人能够
指导我们使用大型机械种植灌溉，不仅比
以前种地轻松了，而且收入也增加了，日
子越过越红火。”总寨镇西店村六组村民
刘世录说。肃州区充分利用高标准农田
建设这个主抓手，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相
融合，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到发展壮
大。通过实施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等工
程，涉农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及种粮大户
流转土地的意愿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催生
了大田托管、灌溉托管、土地银行、
“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
“ 合作社+基地+农
户”等多种经营模式，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在种业经济、品牌经济、农旅经济上
形成特色和优势，全力建设全域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开启田间致富“金钥匙”。
肃州区立足产业基础和区域优势，主
动招大引强，着力提升特色农业发展质量。
按照“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集中连片、提升
品牌”的思路，大力发展拱棚蜜瓜、戈壁西
瓜、有机小杂粮、马铃薯、中药材、食用菌、甜
叶菊、优质林果、高原水产等特色产业。通
过龙头企业带动，有效推进土地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全面提升特色农业发展质量。
“今后，我们将积极借鉴‘三变’改革
与戈壁农业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美丽乡
村建设融合互促的有效做法，按照‘扶大、
扶强、扶优’的原则，加大对土地流转、设
施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培育能人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肃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程刚华说。

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现场。

湖南靖州
□□

梁华 尹力冉 陈顺友

从春播到秋收，从秋种到春收，湖南
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横江桥便
民服务中心沙堆村加荣家庭农场负责人
尹加荣都是铆足了劲，天天忙得不亦乐
乎。满满的丰收，也让他幸福着。
“今年农场种植的‘兆优 5431’品种
获得了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 600 公斤，
而且品质非常好，差不多每亩收益 400
元。”谈到高产稳产，尹加荣感慨地说。
据尹加荣介绍，今年 400 多亩优质
稻，除了引进良种，运用良法配套和机械
化一条龙作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他
承包的耕地经过改造从普通农田变成了
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近年来，靖州县狠抓协调、投入、建

设质量和管理等多项机制，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速度，提升建设质量。
“十三五”
期间，靖州县完成像沙堆村一样田成方、
水相通、路相连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20.5 万亩。
该县围绕“补短板、强产业、提质效”
的目标，在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
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粮食
安全生命线的基础上，坚持把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耕地质量
保护提升、土地集约化经营融有机融合，
着力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效益。
今年全县投资 4582.83 万元，在藕
团、渠阳、平茶等 3 个乡镇 11 个行政村新
建高标准农田 2.28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1900 亩，项目完成后将新增耕
地 230 亩。

山东莱西：山岭薄地建成“高产田”
□□

吕晓璐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走进山东青岛莱西市日庄镇西车格庄村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现场，十几台机械正在紧张地作业，远远望去，沟渠、田
块整齐划一，呈现出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的新景象。
西车格庄村是库区移民村庄，全村 76 户 180 余人，现
有耕地 420 余亩，70%以上都是丘陵地，土层浅、坡度大、碎
石多、土壤沙化严重，雨季水土大量流失，旱季水分迅速蒸
发，几十年来村民们只能种植传统粮食作物，广种薄收，效
益低下，土地一直是制约全村产业振兴的“卡脖子”问题。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重点是向经济薄弱村倾斜，
通过对这部分村庄农田土壤条件的改善，解决农民群众靠
天吃饭的问题，引导村民走产业振兴的富裕路。”莱西市农
田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刘永亮说道，
“西车格庄村土地整理
项目是我市 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之一，为了改变
土壤面貌和性质，根据项目规划，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
把表层 30 厘米的土壤转移，对地表下碎石进行分拣、开挖
处理，集中填补坑洼区域，达到平整的效果；二是把转移的
地表土及外调种植土覆盖在碎石上面，厚度达到 50 公分，
稳定了土壤结构，保证了土壤肥力，最后再利用浆砌石挡
土墙，将山地分割成为梯田。”

望着眼前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兴旺新村党委书记徐
军坤激动地说：
“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五六十年，从没想过
山岭薄地还能整成这样的高产田，这真是造福千秋万代
的工程啊！”
明年开春，村民们就可以在这块新整的土地上重新
播种希望了。徐军坤开心地说道：
“ 土地经过整理，可种
植面积扩大到 50 亩左右，不仅土地变大了而且质量变好
了，以前这块地种庄稼也就收获二三百斤，现在少说也能
打上千斤了。”
“综合考虑地形条件、水源特点等情况，我们还在丘陵
顶部原蓄水坑处修建了 1 个直径 12 米，深 4 米的蓄水池，配
套建设排水沟及灌溉设施，将灌溉管道铺设到每一块地
头，确保旱涝保收。”据刘永亮介绍，通过引水蓄水—埋设
管道—补充灌溉的建设模式，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形因素
影响，打造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
随着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西车格庄村的农田基础
设施稳步改善，昔日地块零散、产出低下的“望天田”变成
了成方连片、效益增加的“高产田”。谈到下一步打算，徐
军坤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鼓励合作社把这 50 亩土地都流
转了过来，明年就发展优质小麦、西蓝花基地和蔬果大棚，
年收入增加万元绝对没问题。”

福建：高标准农田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

连日来，
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引龙河农场
有限公司利用封冻前有利时机，
组织机车修
复由于雨水冲刷形成的水蚀沟，
加大力度进
行耕地治理，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好耕地中

的“大熊猫”。该公司水蚀沟治理确保耕地
质量等级逐年提高，
实现恢复性耕作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
为种植户增收、
企业增效奠定了
基础。
刘义林 隋颖 李坚 摄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福建省采取
系列措施，推动中央预算内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2019 年
以来，共下达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预算资金 6.97 亿元，省
级配套资金 1.74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51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集中在南平市、龙岩市、三明市
三个农业大市的16个粮食生产大县内实施。通过连片开展
地块整治、土壤改良、配套设施建设等措施，解决了耕地碎
片化、质量下降、设施不配套等问题，促进农业规模化、专
业化和机械化，提高了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率。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通过建设田

间排灌工程、机耕路和水源工程，优化农田生态格局，减少
水土流失，降低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增强了
农田抗灾防灾减灾能力，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升粮食
生产综合能力，平均每亩粮食产能增加 10%—20%。2020
年 16 个粮食产能县粮食产量稳定在 220 万吨以上，占全省
粮食总产量的 45%。
据福建省农业经济技术中心负责人介绍，高标准农田
建设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和农业生产综
合效益，农户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每亩增加 300-500 元。随
着耕地质量提升，亩均粮食产能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得
到进一步激发。

□□

周燕霞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农村局
以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为抓手，充分发挥行业监
管职能，全力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版”，
促进了农业持续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
该区优先在盐通高铁、204 国道、海堤沿
线以及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
组织实施项目，大力实施“先流转后建设、先
平整后配套”，加快高标准规模化建设水平。
2021 年度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17.9 万亩，总
投资约 2.7 亿元。
同时加强与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沟
通，协调项目镇（区、街道）提前完成“三通一
平”工作。与项目法人、监理单位、检测单位
和施工单位签订承诺书，第一时间组织图纸
会审和技术交底。目前 2020 年度建设项目已
全部完成并通过了省级验收，农民增收亩均
约 150 元。
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大丰区采取分层分
类的办法。召开工程例会，督促镇村加强矛盾
协调、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施工班组。目前，
2021 年度 14 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目前总体
进度约 30%，预计年底前完成建设任务的 80%。
高标准农田示范项目效果初显。小海镇、
刘庄镇、大丰港经济开发区以信息化、智能化
和生态型高标准农田为方向，正建设一批连片
规模较大、投资强度较高、措施配套齐全、集成
效应明显的示范区，目前均已开工建设。大丰
港区华丰农场项目区实施的 1000 亩生态型高
标准农田试点，主要进行生态尾水净化、生态
型排水等建设。
该区以高标准强化规范管理，通过推行项
目法人制，规范项目招标。以项目管理部为主
抓手，构建政府监督、专业监理、群众参与的
“三位一体”监管格局，规范项目监管，真正把
安全生产管理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地落
实。严格按照行业管理规定实施项目，签订廉
政合同，主动接受行业监管和群众监督，规范
廉政建设，切实把项目区打造成惠民工程、廉
政工程、放心工程。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版﹄

让高标准农田发挥综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