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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案例］

杨村镇的粮食安全是如何保障
的？它的解题思路是“培养造就新
型农民队伍，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通过
土地托管和农业生产全程服务模
式，解决好地怎么种”。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杨村镇是
个农业镇，全镇15个村、3.6万人、5
万余亩耕地。它既没有区域优势，
也没有交通优势，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开始，全镇青壮劳力陆续远赴
他乡务工，又失去了劳动力优势。

目前，杨村镇有15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个，省
级示范社2个，市级示范社11个，
省级家庭农场2个。

“田保姆”让种地不再难
今年55岁的孙贵芹是杨村镇

孙庄村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几年
来，她流转本村村民的60亩地，不
仅走上了致富小康路，还成了村里
首个“有车一族”。

“这几十亩地光靠俺一个人种
肯定不行的，多亏了镇里的‘田保
姆’。”指着远方正在麦田里进行小
麦赤霉病防治的统防统治队员，孙
贵芹一脸的喜悦。

孙贵芹说的“田保姆”，指的是
杨村镇土地托管中心。早在2010

年，杨村镇以店集村为试点，将村民
手中现有的拖拉机、旋耕机、开沟
机、收割机等10多种机械有效地整
合起来，并有针对性地添置新的机
械，成立沿淝糯米专业合作社，主推
农业机械化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应
用与推广，率先推行土地流转和土
地托管。

按照“农户加入自愿、退出自
由、服务自选”的原则，根据当地一
稻一麦的种植模式，由合作社为农
户提供从种到管、从技术服务到物
资供应，即“产前、产中、产后”的全
程“保姆式”服务，并创推了统一技
术管理、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
镟耕、统一机条播、统一开沟、统一
育秧、统一机插、统管统水、统防统
治、统一收割、统一回收销售、统一
秸秆回收综合利用“十二统一”的新
模式。同时成立粮油工贸公司，专
门负责对生产出来的粮食进行加工
和销售，真正地解决了村民种地难、
收入低的问题。

土地托管实现双受益
杨村镇店集村74岁的苏孝田，

儿子媳妇都在外地打工，原本到了
颐养天年的年岁，可他靠着全程化
托管这一新模式，家里的22亩地不
仅没有抛荒，每年还为他净增收4

万多元。
店集村村民吴明辉算了一笔

账：土地通过托管，1亩水田每年可
以从合作社得到1000元收入，1亩
旱田可以得到500元。而如果自己
耕种，辛辛苦苦一年，1亩地只能多
挣个两百块钱。还不如加入托管，
自己外出打工。

店集村村民苏国友也说：“土地
托管出去，自己的两个儿子再也不
需要农闲在外务工、农忙回家务农
了，可以挣钱、种地两不误。”

而另外一边，也有不少村民主
动提出承包其他村民的土地，一些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也回到家乡，办
起了微型家庭农场。短短几年时
间，店集村就涌现出了50多个种粮
大户和3个种植类微型家庭农场。
务工返乡人员、家庭农场主米万明
说：“我现在在家创办家庭农场，比
外出打工要好的多，村里很支持，收
入也不少，家里的老人孩子也都能
得到照顾。”

如今，土地托管在杨村镇全面
开花结果。原先无人耕种、无法耕
种的闲置土地资源又被充分利用起
来，农业走上了规模化、机械化、现
代化之路，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的现代化农村发展新目标已经基本

实现。以店集村为例，十年前小麦
亩产量徘徊在600斤，水稻亩产量
徘徊在800-900斤，而现今土地每
亩年增收400-600斤，全村年增收
粮食200-300万斤，亩增收660元，
人均增收1000元。10年前，店集
村人均收入不到两千元，而10年后
全村人均收入突破了1.5万元，村
集体经济也由10年前的零收入跃
升到今天18.4万元。农民真正成
了站在田埂上的白领，成了开着小
汽车的种地人。

杨村镇不但在自家的“一亩三
分地”上种出了名堂，而且在安徽省
农委的牵线下，把土地托管全程化
和十二统一的新模式复制到了大包
干发源地小岗村的4300亩土地上，
当年就扭亏为盈。

搞加工创品牌迎来“高光时刻”
2018年6月，经过三个月的激

烈角逐，一年一度的中国糯米粉行
业十大品牌评选揭晓，由杨村镇种
植的糯稻，经凤台县国武粮油公司
生产加工的“徐桥”牌糯米粉，以其
洁白细腻、口感滑润、味蕴性粘等特
点，名列十大品牌榜首。

杨村镇的糯米品质高、黏性足、
口感好，是因为杨村人在种植上下
了真功夫。过去，因为缺劳力、图省
事，大面积推广旱直播，产出糯稻不
仅产量低，质量和价格也上不去，同
时因为大量施用除草剂，造成土壤
板结，杂草变异抗药。而杨村镇创
推的“十二统一”种植模式，稻秧工
厂化育秧、土地机械平整、施肥、上
水、机械起浆整平、无人机喷药封闭
式除草、机械化插秧、无人机统防统
治直到收割，即保证了一控（控制用
水量）两减（减少化肥、减少农药）三
基本（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基本得
到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收获时间统一，糯稻无杂质），实现
了高质量、高增收的“双高”目标。

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保证
农民赚到钱，多年来，杨村镇一门心
思主打小麦、糯米，不求光泽的外
表、一时的成绩，只求做出最好的产
品。

如今，杨村镇种植的糯稻成为
五粮液、古井、迎驾、洋河等酿酒企
业的首选原料，杨村镇也因糯米的
高质高产，成为了五芳斋粽子、哇哈
哈八宝粥、旺旺雪饼常年供货商。

胡明宝 徐艳友 陈宏斌

虽然杨村镇地处偏远地区，又是一个劳动力流出镇，但是这里的土地不但没有抛荒一分一厘，而且还成了粮食生产先进乡镇，丝毫没有

当下“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问题的担忧。

［各抒己见］

浙江举办出口农产品
“云上”交易会

日前，由浙江省农业农村
厅主办的浙江出口农产品网上
交易会拉开帷幕。据悉，该场
交易会借助成熟的国际性网络
技术平台，运用了AR、VR、3D等
新技术搭建云展厅，旨在减少
疫情给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
响，推动浙江农产品走进世界
各地更多家庭。目前，已有涉
及茶叶、水果、蔬菜、蜂产品、食
用菌、水产品等80多家农产品
出口企业入驻云展厅。据不完
全统计，十多个国家的采购客
商先后与入驻云展厅的企业进
行连线接洽。开幕当天，浙江
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土产畜产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与美国、
日本、巴拉圭、德国、乌克兰等
国际客商签订外贸订单，意向
成交金额达420多万美元。

朱海洋

山东打造3个科技支撑
型齐鲁样板示范县

日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召开建设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型
齐鲁样板示范县动员大会，提
出根据山东地域差异，东部选
择烟台市招远市，中部选择临
沂市费县，西部选择菏泽市郓
城县，利用3年时间，选派300
人，投资3亿元以上，集聚人财
物等各类资源，打造3个乡村振
兴科技支撑型齐鲁样板示范
县。山东农科院将充分结合不
同示范县的区域特色和自然资
源禀赋，针对性、选择性地将该
院“藏粮于技”科技保障行动、
产业兴镇（村）科技振兴行动、
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行动、品
牌农产品科技支撑行动等九大
支撑行动在示范县落地实施；
引导全院课题项目、先进技术、
实用成果优先在示范县落地推
广；推动农科专家工作室、“科
教兴村”计划、产业技术研究
院、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共同
体等在示范县落地。 吕兵兵

浙江嵊泗探索深海智
能化养殖新模式

单一的近海筏式养殖模式
成为浙江嵊泗县海水养殖业快
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之一，
近年来，该县积极推进养殖多
元化，成功引进智能深海养殖
建设项目，通过科学选址、智能
管理、深化合作，探索深海智能
化养殖新模式。近日，国内首
座浮潜式深海大黄鱼智能网箱

“嵊海1号”正式投入使用，并
试养5万尾岱衢族大黄鱼。采
用深海网箱智能化控制系统，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实现对渔场
主体升降、饵料投放、疾病控制
干预、水质监测等方面的远程
操控，设置水下24路监视系统
和4个水质监测点，实时观察喂
食和水质情况。同时，利用自
动吸鱼泵装置实施起捕成鱼，
进一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鱼
类的成活率。待正式养殖开启
后，单座网箱可养殖大黄鱼10
万尾，预计年产值可达 500 万
元。 浙农

博士蹲麦田
不是“无用”恰是“大用”

农学博士常年蹲麦田，确
实容易被误会，但他们的“实验
室”，本就在广袤的土地上。

33 岁的林文是中科院博
士，毕业后到山西农学院任教，
因为常年蹲麦田做研究，被不少
人误认为是农民，还被当成反面
教材教育孩子：“你看，不好好学
习，以后就像他们一样种地”。
消息一经传出，引发热议。

不是坐实验室或当金领，
而是常年蹲在麦田里，林文的身
份被误会，当然不能怪那些村
民。毕竟，田里的林文跟他们想
象中的博士形象，实在是判若霄
壤。

但退一步讲，若林文真的
读了博士后务农，就是“没用”
吗？这么问并不是乱设标靶：从
舆论场中部分人的反应看，他们
觉得“农学博士下田做研究被当
务农”很好笑，但却不认为“务农
=没出息”的逻辑有不妥之处。

可种地就是无用吗？“职业
无贵贱”“不以挣钱论成功”，就
算不谈这些旧道理，从人生际遇
的角度看，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
同，成为农民不都是因为不好好
学习；从新兴职业农民的角度
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无农不
稳”，在三农现代化的背景下，如
今国内也正涌现出更多的“新型
职业农民”，他们有知识、懂技
术、用网络，正在成为我国农业
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把田里的中科院博士当做
农民，虽说是误会一场，却同样
令人深思。即便林文真的是农
民，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孩子也
不合适。更何况，林文这样不是

“无用”，而是“无用之用，其用甚
大”，是有“大用”。

农业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先生能做出造福无数人的
科学贡献，就离不开其几十年如
一日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实践。
即便如今名满天下，仍然是专注
于田畴的“一介农夫”。干瘦、黝
黑、小平头，同几十年前最初进
入大众视线时一样，袁老似乎没
什么改变，即便年届九十，他也
是几乎每天都要去试验田“打
卡”。

与袁老这样的“前浪”相
比，林文们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
的“后浪”。但就扎根土地这点
而言，他确实坚守了科研精神，
他常年蹲守麦田，也有助于“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据了解，林文致力于研究
旱作小麦水分和肥料的高效利
用，探究“以肥调水，以水促肥”
的新技术。对于地处黄土高原，
干旱缺水、土壤比较贫瘠的山
西，这项技术极具意义。林博士
团队的技术推广之后，小麦产量
屡屡刷新纪录，平均亩产从323
公斤到 710 公斤（2017 年），
731.4公斤（2019年），每亩增收
200元。

出生于农村，主动选择学
农，希望自己能用所学服务农村
——林文称得上一位优秀的

“新农民”。我国农业的发展，也
需要更多的“林文”们。容易被
误会的他们，恰恰很好地证明了
读书与学习的价值，也是用知识
真真切切地为社会福祉总量做
了加法。

胡欣红

近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在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业农机合作社开展“水稻机械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试验示范。这显示着这

项新技术在吉林省水稻产区正式推广应用。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业农机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侧深施

肥技术将插秧与施肥环节合二为一，实现了‘减肥’降成本，还减少了人工成本。我们合作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就是依托新品

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向土地要粮食是有限的，向科技要粮食是无限的。”

［选载·建设管理］

本 书 对 于

指导农民专业

合作社健康发

展、规范经营具

有重要参考价

值。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举措，是创

新农村经营体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方法，更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5.电子支付
电子支付系统是实现网上交易的重要组

成部分。电子支付工具从其基本形态上看，是
电子数据，它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通过
计算机网络系统以传输电子信息的方式实现
支付功能。

6.虚拟市场
虚拟市场是指为厂商或零售商提供建设

和开发网站的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如服务器租用、销售收入提成等。

7.网络统计机构
电子商务的发展也需要其他辅助性的服

务，比如，网络广告商需要了解有关网站访问
者特征，不同的网络广告手段的使用率等信
息，网络统计机构就是为用户提供互联网统计
数据的机构，如我国的CNNIC。

8.网络金融机构
网络金融机构就是为网络交易提供专业

化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现在国内外有许多
只经营网络金融业的网络银行，大部分的传统
银行开设了网上业务，特别是近年来还出现了
不少第三方网络支付企业，专门代理进行网络
交易的支付业务，为网络交易提供专业性金融
服务。

9.智能代理
智能代理是利用专门设计的软件程序，根

据消费者的偏好和要求预先为消费者自动进
行所需信息的搜索和过滤服务的提供者。智
能代理软件在搜索时还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
喜好和别人的搜索经验自动学习、优化搜索标
准。对于那些专门为消费者提供购物比较服

务的智能代理，又称为比较购物代理、比较购
物引擎、购物机器人等，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产
生了一种新的电子商务模式即比较电子商务，
由于其先进性，使一些采用这一模式的网站迅
速发展，成为众多消费者经常访问的站点，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服务对消费者的价值。

六、网络营销促销策略
网络促销是指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向

虚拟市场传递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以启发
需求，引起消费者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的各种
活动，从而实现其营销目标。

（一）网络促销的特点
（1）网络促销通过网络技术传递信息。网

络促销是通过网络技术传递产品和服务的存
在、性能、功效及特征等信息的。它是建立在
现代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基础之上，并且随着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因此，网
络促销不仅需要营销者熟悉传统的营销技巧，
而且需要相应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知识，包括
各种软件的操作和某些硬件的使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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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业的新突破
该项技术推广首席专家吉林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潘希波研究
员说：“水稻机械插秧同步侧深施
肥技术可以有效促进水稻前期营
养生长、提高肥料利用率、提升水
田生产效率、降低水田生产环境污
染，是一项可以有效促进我省水田
绿色发展、节本增效的新技术。通
过协同推广项目，各级科研、推广
系统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就可以
促进这项新技术快速推广应用，进
一步提升我省水田生产机械化程
度，扩大技术辐射范围，镇赉县是
我省水稻生产主产区，该项新技术
在这里具有广阔的推广价值。”

据了解，水稻机械插秧同步侧
深施肥技术以其在降低水田生产
劳动用工成本的同时，极大程度的
提高肥料利用率的特点，被列为
2020 年吉林省农业主推技术之
一。该技术在2018-2019 年已在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开展试验
示范推广，这项新技术将带来一次
水稻产业绿色发展的新突破。

该项目技术首席专家吉林省
农业科学院侯立刚研究员介绍：

“我省水稻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
瓶颈就在施肥环节。机械插秧同
步侧深施肥技术，在白城地区、辉
南县、舒兰市、德惠市等11个水稻
重点生产县(市州)推广示范。镇赉
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有145万亩，
这项新技术如果推广好，可实现一
次施肥替代水稻整个生育期的几
次施肥，大幅减少生产成本，进一
步增产增收。”

“这项新技术，不仅实现了水
稻‘减肥’和增产，还让我们摆脱了
雇工难的困境。另外，据2019年在
我省东、中、西三个生态区的示范
推广测产结果，同等施肥水平对
比，侧深施肥比人工撒施能增产7%
以上，应用专用肥全生育期一次性
侧深施肥可减氮25%以上。”镇赉县
大屯镇党委书记姜永平对农业新
技术格外关注。

“在水稻生产过程中，施肥最
耗时费力,一季水稻一般要施3-4

次肥。除了机械投施底肥和飞机
播撒叶面肥外，返青分蘖肥、穗肥
需要人工进行,每天每个人工的费
用大约要200元左右，所以在生产
环节中，施肥的人工成本占比较
大。”任治国说。

“减肥”降成本 增粮靠科技
白城市是吉林省第一大稻区，

拥有水田350万亩，全市水稻生产
机械化程度高达95%以上。然而白
城市又是吉林省最大的盐碱稻区，
土壤盐碱重、pH值高，不利于水稻
对肥料的吸收，且在排盐洗碱过程
中，基肥随水流失严重，导致肥料
养分供应与水稻生长不匹配，脱
肥、减产严重，成为稻农的一块心
病。

据专家介绍，白城地区光照强
度大、雨水少，对氮肥的需求较高，
每公顷需要投入纯氮350斤以上，
比其他地区多10%到20%。随着国
家“双减”政策的出台，相关科教单
位采取了氮肥后移、分量施肥等一
系列措施，鼓励农民改善了施肥

“一炮轰”的现象，对氮肥的需求也
降低到每公顷320斤左右。

今年5月，来自浙江、宁夏、黑
龙江等地的水稻、农机、肥料专家
与吉林省水稻专家一同在白城地
区进行水稻机械插秧同步侧深施
肥技术的推广“路演”，这次“路演”
必将引起白城市水稻“减肥瘦身”
的一次变革。

侯立刚称，水稻机械插秧同步
侧深施肥技术是在插秧的过程中
将基肥或基蘖肥、基蘖穗肥同步施
在稻株根侧，有效控制化肥用量，
减少肥料流失，提高化肥使用率，
这项技术被农业农村部评为“2018
十项重大引领性农业技术”。

新技术引领稻米产业新发展
稻米产业一直是镇赉县的支

柱产业。镇赉地处北纬45度，是全
球水稻的黄金生产带。这里东依
嫩江，南靠洮儿河，灌溉水源直接
来自嫩江，形成了良好的大米品
质，镇赉也成为大米企业的汇聚之
地。

镇赉县稻米协会秘书长宋奥
说：“各乡镇青壮年农民多外出打
工，水稻生产季节雇工难、生产成
本高，是目前水田生产合作社以及

大米企业的困惑之一。推广施肥
新技术，仅人工运肥成本费这一
项，每亩就能节省20元。这项技术
的引进，不仅节本增效、实现“减
肥”，而且可以以合作社、大米生产
企业为引领，辐射带动农户实现机
械化、规模化种植。”

侯立刚表示，为了更有效地在
全省推广这项新技术,吉林省农科
院特别邀请全国相关专家在吉林
省 11 个水稻主产县（市州）集中

“路演”，促进水稻产业发展，助力
吉林省稻农增收。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科学家、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
自动控制学院李革教授介绍：“这
项新技术在插秧机插秧的同时,将
基肥或基蘖肥或基蘖穗肥同步施
在稻株根侧3厘米、深5厘米处，是
一项与培肥地力、培育壮苗、灌水
管理、肥料选用、病虫防治、机械选
用等单项技术综合组装配套的栽
培体系，省时省力，化肥利用率高，
减少成本，非常适合规模化经营的
水稻种植合作社。”

闫红玉

初夏时节，湖南祁东黄土铺
镇，郁郁葱葱黄花菜漫山遍野。69
岁的李苏联背着竹篓，穿梭在半人
高的菜地里，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麻利摘下。“必须清早开始摘，开花
了就不行了。”李苏联乐呵呵地说，

“一天可以摘10篓，一篓能卖100
块钱。”

黄花菜，别名“忘忧草”，有“观
为名花、食为佳肴、用为良药”的美
誉。湖南省祁东县是“中国黄花菜
之乡”，种植历史已有数百年。

过去，由于缺乏现代化加工工
艺和营销手段，祁东黄花菜囿于

“小作坊”家庭式加工，难以突破瓶
颈。“传统加工靠一口灶一口锅，将
刚摘下来的黄花菜蒸制杀青，再晾
晒，没个两三天是晒不干的，如果
下雨就更麻烦，很容易发霉变质。”
湖南吉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
富生说。

62岁的祁东本地人谢富生，和
黄花菜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他深
知，要把小小的黄花菜做成一份大
产业，必须靠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和
支持。2005年，他创建的湖南吉祥
食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一台全
自动杀青烘干机，成为县里黄花菜
加工的第一台机器。2009年，机械
加工开始规模化运用，传统的作坊
式加工渐成历史。

在湖南吉祥食品有限公司
1200平方米的车间里，摆放着一个
长约85米的“庞然大物”，那是公司
投入500万元、历时五年自主研发
的黄花菜全流程“加工母舰”。“这
是第三代了。以前晾晒要三四天，
用这台机器只要两个半小时，每天
可加工40多吨，加工的黄花菜品质
也高。”谢富生说。

现代化机械突破了加工瓶颈，
先进的销售手段则让黄花菜走得

更远。
正是采摘季，天还没亮，管小

伟就开始忙活了。这个“80后”农
民在菜地里架好了手机摄像头，为
给网友直播做准备。“前些天，拍了
一条晚上采摘黄花菜的视频，播放
量626万。”管小伟如今是小有名气
的“网红”，靠短视频和直播销售农
产品，“2019年线上卖了约1万斤
黄花菜，利润有40万元！”

另一家黄花菜生产加工企业
——湖南新发食品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肖智雄，也有销售新招。这位
浓眉大眼、打扮新潮的“90后”，用
自己的形象设计出一款“黄花王
子”卡通头像，印在产品上，希
望以此打响品牌的时尚度和辨识
度。“现在每天线上销售可以卖
5000单左右。”肖智雄说，“公司
正在建1万平方米新厂房，里面会
有扶贫车间，还会有网络直播

间。”
谢富生、肖智雄经营的两家企

业里，分别都有数十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就业。“黄花菜产业发展了，我
能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挣五六千
块钱，还能照顾家里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陈青云喜笑颜开。

农业现代化，不仅在机械加工
和销售，更在发展理念本身。在黄
土铺镇的中国黄花菜（萱草）良种
繁育研究中心，五彩缤纷、形态各
异的331个萱草品种竞相争艳。“黄
花菜也属于萱草的一种。萱草花
色鲜艳、花期长，已经成为赠送亲
友、会场布置、荒山荒坡绿化的花
卉之一。”祁东县金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祥勇说，“未来，我
们还想借此开发农旅结合的休闲
产业。”

谢樱发 袁汝婷

湖南祁东湖南祁东““忘忧草忘忧草””变成变成““富民花富民花””

安徽：“田保姆”为偏远乡镇劳力不足解了难 新技术助力重肥区“减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