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密山市

打造蒲公英产业链
春来夏至袁走进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市裴德

镇东胜村的康华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基地袁一
整片蒲公英花海呈现出盎然生机遥

蒲公英袁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婆婆丁袁它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遥 叶本草纲目曳中记载袁
蒲公英具有甘寒清解尧解毒消肿等功能袁被誉
为草药皇后遥 近几年袁随着蒲公英开发利用价
值的不断提高袁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袁前景十
分广阔遥 昔日里散落在田地间的蒲公英袁如今
摇身一变成为群众致富的又一亮点遥

野我们是 2017 年成立的合作社袁占地面积
1341 亩遥 目前示范园面积 403 亩袁 共种植 15
个中药品种遥 冶密山市康华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生产副总经理王有利介绍遥

蒲公英不仅药用价值高袁成片的黄色花海更
是让人流连忘返遥野药材开花期间袁每天有 200 多
人来咱们这观光旅游遥 冶王有利说遥 现如今袁蒲公
英产业已经成为装点美丽乡村的靓丽风景线袁助
力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袁 为密山市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遥 野药材采摘期间袁合作社每天
雇工 180 多人袁都是咱们东胜村的老百姓遥 冶

据了解袁康华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计划研发
更多的产品袁提高产品质量袁树立品牌形象袁将
产业链延伸到蒲公英餐饮尧 休闲观光上来袁让
蒲公英放飞致富梦想袁带动更多群众走上致富
路遥 孙莹

浙江温岭市滨海镇

葡萄熟了 果农笑了
近日袁在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五一塘坦地

的一片葡萄园里袁果农正忙着采摘葡萄袁果园
里一派丰收景象遥

滨海镇是温岭东部沿海的一个农业大镇袁
近年来袁 该镇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袁不断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袁着力打造野田园
滨海尧七彩果海冶袁全力助推乡村振兴遥今年袁全
镇大棚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2.5 万多亩袁 目前袁
葡萄已陆续进入成熟期遥 郑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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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河南省淮滨县袁处处是野三夏冶生产的繁忙景
象遥 6 月 3 日袁在淮滨县谷堆乡杨湾村袁村民张意德正用
拖拉机装载刚刚收获的弱筋小麦袁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院
野自从村里引进了弱筋小麦袁俺这 10 亩地袁一年能多增
收 3000 多元遥 冶

2019 年底袁在实现高质量脱贫以后袁淮滨县把防返
贫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袁按照野产业垣扶贫冶的思路袁
实施弱筋小麦产业扶贫尧产业集聚扶贫和特色产业扶贫
三大战略袁着力增强脱贫群众增收空间遥

作为中国弱筋小麦种植核心区袁淮滨县围绕野弱麦
强县尧食品惠民冶战略袁成立了淮滨县弱筋小麦产业扶贫
指挥部袁采取野龙头企业垣基地垣合作社垣农户冶模式袁实
施从种子供应尧技术指导到收购的野一条龙冶服务袁通过
产前补贴供种尧产中农技服务尧产后加价收购袁实现农民
节本尧增产和增收遥 2019 年袁淮滨县推广弱筋小麦种植
75 万亩袁亩均增收 345 元遥 同时袁通过延长产业链袁培育
出金豫南尧富贵尧麦得隆等 8 家食品加工企业袁总产值达
10 多亿元袁带领 3 万多人摆脱贫困遥

产业能野造血冶袁同样能防止脱贫群众再次返贫遥 淮
滨县依托产业集聚区发展载体袁着力打造产业转移承接
平台袁积极发展壮大纺织尧食品尧造船等主导产业袁把加
强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增加就业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
力尧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平台遥目前袁该县产业集聚
区建成面积 6.9 平方公里袁2019 年特色造船产业生产船
舶 360 艘袁游艇 156 艘袁年产值 33 亿元袁带动运输尧机
电尧培训业等相关产业和上下游产业发展袁间接提供劳
动就业岗位 1.5 万个袁创收 6 亿多元袁为淮滨群众脱贫
致富开辟了广阔通道遥

淮滨县还因地制宜袁把特色种养殖培育作为群众脱
贫的重要抓手袁注重在野一村一品冶上做文章袁帮助贫困
户根据自身情况选准产业项目袁大力发展培育出张里雪
松尧 防胡艾草尧 王店稻鱼共养尧 谷堆蔬菜等特色产业遥
2019 年袁 该县建成产业扶贫示范工程 182 个袁2676 户
8097 人通过产业示范工程实现稳定脱贫遥

早晨五点多袁 东方渐泛起鱼肚
白袁 乡村的天地间还蒙着一层黑纱袁
虫鸣鸟叫声分外响亮遥在湖南省上栗
县桐木镇楚山村瑞和蔬菜基地袁尖长
的青椒挂着晨露袁鲜嫩饱满的黄瓜齐
齐垂下袁 工作人员正熟练地采摘尧打
包装袋尧搬运上车遥 每日都有两万斤
新鲜采摘的蔬菜从瑞和蔬菜基地出
发袁 要赶在中午 12 点之前到达中南
地区最大蔬菜市场要要要湖南长沙海
吉星蔬菜批发大市场遥

近年来袁 上栗县对 26 个薄弱村
综合治理袁 建成高标准农田 1.5 万
亩袁实现田成方尧渠成网尧路相连尧树
成行尧旱能灌尧涝能排袁鼓励合作社尧
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开展专业化尧规
模化生产袁 并通过采用科学技术尧提
升组织化程度等袁 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遥 2018 年袁地处湘赣边界的楚山村
完成了 1400 亩的高标准农田改造袁
也让欧阳友生萌生了承包土地建立
蔬菜基地的想法遥 经朋友介绍袁他认
识了在湖南浏阳的蔬菜种植技术员
黄显红袁 并邀请其来楚山村考察袁两
人一拍即合袁流转土地成立了瑞和蔬
菜基地遥

如今的瑞和蔬菜基地袁一座座白色大棚整齐划一袁
农田间纵横交错着细沟水渠袁 方整的田块之间还有能
通行卡车的道路袁蔬菜采摘后可立即打包上车运输遥 该
基地逐步形成蔬菜生产尧销售一条龙尧半机械化作业袁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袁 也广泛带动周边群众特别
是贫困户脱贫致富遥

欧阳宝生早年患有尿毒症袁昂贵的治疗费用如千斤重
担袁压垮了这个家庭袁他们家因此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遥
2018 年袁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袁他和妻子尧儿子都陆续被吸
纳进蔬菜基地务工袁 一家人一年的收入能达到七八万元遥
去年袁他又花了两万多元袁购买了一辆农用货运车袁把基地
的蔬菜运送到长沙市场袁赚取运输费袁如今一家人靠着勤
劳和努力袁年收入可达到十万多元袁日子过得和和美美遥

像欧阳宝生这样在基地务工的贫困户袁 还有 10 多
人遥 基地现有 100 多名长期员工袁每月工资 3500 多元.在
采收忙季袁基地还会雇佣近 100 多名的季节工袁计量支
付工资袁一年收入能达一两万元遥 这些员工大多来自周
边村镇遥 基地占地 500 亩袁 土地流转价格为每年 500-
1000 元/亩袁涉及全村 300 户农户袁其中 12 户贫困户袁在
获得土地租金的同时袁 每年还能享受到 1000 多元的基
地分红遥

基地负责人欧阳友生介绍说袁基地轮流种植丝瓜尧
苦瓜尧茄子尧毛豆尧辣椒尧红芥菜尧豆角等多种蔬菜袁年产
值可达 1000 多万元遥

茛近日袁 在广西武宣县禄新镇
上堂村稻虾轮作养殖示范基地袁村
民将捕虾笼抛入虾塘中遥 近年来袁
广西武宣县禄新镇上堂村为拓宽当
地群众增收渠道袁 结合本地实际利
用稻田空间进行稻虾轮作互养袁发
展野稻虾轮作冶的立体种养模式袁助
力当地群众脱贫增收遥 曹祎铭 摄

连日来袁在广东省英德市连樟村袁村民在示范园的
西瓜大棚内工作遥2019 年 5 月袁在碧桂园集团的帮扶下袁
当地引进了现代科技示范园项目袁采用野公司垣农户垣基
地冶 模式运营袁 通过现代农业物联网技术培育西瓜尧青
瓜尧草莓等作物袁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袁提高了种植技
术袁也给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遥 20 多位村民成为
示范园的固定工人袁告别了日晒雨淋的劳作遥郑可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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