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东宝大米自唐朝
成岁贡袁由此名声远播遥
3 年前袁四川省剑阁县东
宝镇的邓小燕返乡创
业袁 用 3 年时间将获得
有机产品认证的东宝贡
米种植规模扩大到 5000
亩袁 带领父老乡亲共同
致富遥 日前袁在邓小燕的
带领下袁 西阳村举办了
第三届东宝贡米网络直
播插秧文化节袁 吸引网
友围观体验贡米农耕文
化遥 图为邓小燕在插秧
文化节上与村民一起下
田插秧遥

谢谦 张艳玲 摄

银野今年咱这扶贫棚又丰收了浴 冶6 月 21 日袁在山东省禹城市辛寨镇梁河社区大棚
内袁社区党支部书记丁建广渊右冤说遥 近年来袁当地利用省级扶贫资金 80 余万元实施绿金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扶贫项目袁帮扶贫困户 64 户 116 人袁2017 年至今共实现收益 30 余
万元袁促进村集体增收 3.12 万元袁为贫困户分红 26 万元遥 高汝宝 潘桂芹 摄

广西平乐县

农业产业园推动产业升级
日前袁 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

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袁 近年来该县以推进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袁 强化特色农业生
产基地示范建设袁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袁农业产业升级袁农村价值释放袁城乡统筹
发展遥

在具体实践中袁 该县制定出台农业产业
化发展激励机制袁明确扶持奖励政策袁鼓励各
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遥 对于申报创建
立项获得批文的国家级尧区级尧市级尧县级尧乡
级示范园区项目袁 分别给予申报主体 5 万-
50 万元的支持补助前期经费遥 对于创建通过
验收获得证书的国家级尧区级尧市级尧县级尧乡
级示范园区袁分别给予创建主体 5 万-150 万
元奖励遥同时实施农业品牌战略袁对于新获得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尧出境农产品基地尧绿色食
品生产基地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尧农产品
地理标识的企业袁给予 1 万-10 万元奖励遥对
新获得的国家级尧 自治区级畜禽标准化示范
园区袁以及沙田柚尧月柿高位嫁接大秋甜柿尧
种桑养蚕尧香芋尧优质油茶等多种优势特色产
业袁 针对不同种养规模实行差异化补助等措
施遥

目前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袁已经发
挥了加速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袁 如该县
张家镇优质葡萄产业园区袁实现张家镇张家尧
榕津尧香花尧老鸦尧湖洋等周边村全覆盖袁形成
超过 1.2 万亩的优质葡萄产业基地遥 今年袁榕
津村野榕津花海冶精品农业示范区累计带动周
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23 户 2425 人脱贫出
列袁确保能如期打赢野疫情冶防控阻击战和脱
贫攻坚两场野战役冶遥 李建平

宁夏

大力推进节水农业发展
今年以来袁宁夏积极调整种植结构袁注意

解决好稻水矛盾袁大力发展节水型尧高附加值
的种养业袁努力保护好黄河水资源遥

抓好节水农业项目实施遥 建设高标准旱
作节水农业核心示范区 15 个袁示范推广水肥
一体化 10 万亩袁集成推广测墒灌溉尧地膜覆
盖尧抗旱抗逆等旱作节水技术 40 万亩袁建设
软体集雨窑 2750 立方米袁新增墒情监测设备
80 套遥立足灌区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60
万亩袁其中滴灌 360 万亩尧喷灌 60 万亩尧管灌
40 万亩遥

开展节水技术模式集成研究遥 立足区情
农情袁开展农业节水新技术尧新产品尧新材料
应用等试验示范 50 个遥围绕地形尧水源尧作物
和灌水设备等要素袁 开展灌溉施肥制度研究
配合测墒灌溉技术袁提高水肥一体化自动化尧
信息化尧智能化水平遥 以地膜覆盖为核心袁配
合保水剂尧镇压保墒尧深松蓄水等抗旱抗逆技
术袁 开展旱作雨养高效利用技术集成模式研
究遥 目前袁已建立适宜宁夏不同生态区尧不同
作物的旱作节水技术模式 30 多套袁推广面积
达 300 万亩遥

调整优化农业用水结构遥 中部干旱带实
行野三压三增冶袁压小麦尧玉米尧大水漫灌面积袁
增饲草尧特色瓜菜尧高效节水面积曰南部山区
坚持压夏增秋袁 压减小麦种植面积袁 扩大玉
米尧马铃薯和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袁粮经饲
比重由 2019 年的 66颐23颐11 调整到 2020 年的
57颐28颐15遥

加强农业节水宣传培训遥借助广播电视尧
报纸杂志尧网络媒体尧印发技术资料及明白纸
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袁 引导农民树立以水
定种尧科学灌溉尧节约用水的意识袁形成社会
各界关心尧关注农业节水的氛围遥 王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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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送鲜花不如送 耶心形爱意爷小
甜瓜浴爱人娶回家袁早生胖娃娃浴 冶近
日袁在河南省上蔡县杨屯乡陈楼村袁
该县豫见农业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陈亚威的带货抖音引来数万粉
丝遥

在豫见合作社瓜地里摘瓜就像
在寻宝袁 除了心形甜瓜袁 还有大元
宝尧寿星尧福娃等造型瓜遥 这不是陈
亚威第一次野搞事情冶袁从开始决定
种瓜袁他一直在野搞事情冶遥 没技术尧
没经验尧没土地袁就敢砸十几万元承
包 15 亩地种瓜袁村里人都等着看他
的笑话遥

野工字不出头袁打工到最后还是
给别人干袁趁着年轻不如拼一拼袁说
不定能搏出个未来浴 冶 憋着一股拼
劲袁陈亚威边学习边种植袁边实践边
调整袁野我感觉种瓜技术含量低袁育

苗尧种植尧技术都可以在网上学到袁
这个真不难浴 冶

陈亚威经常抱着手机刷视频直
播教学尧搜各种资料袁和种植达人互
动袁向他们讨教经验遥 野目前来说袁我
的瓜长得不错袁最大的甜瓜 3 斤半袁
方圆十里谁有我的瓜大钥 冶陈亚威说
起自己的野瓜王冶袁开心得不得了遥

野先尝试袁再调整袁去做永远比
不做强浴 冶通过对比研究袁陈亚威发
现传统的肥料配比不能满足自己对
高产尧高甜的要求遥 他又开始自己琢
磨出野混合肥冶袁改变氮磷钾的比例袁
提高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袁 和别人
的甜瓜一对比袁甜度强势碾压遥

陈亚威的 15 亩地中袁用 8 亩建
造 15 个塑料大棚袁 其中香瓜棚 13
个袁西瓜棚 2 个遥 剩余的 7 亩地袁在
种西瓜的同时袁还套种了红薯遥 野现

在是 5 月份袁等到 6 月份时袁我打算
在西瓜秧的间隙再种一茬西瓜苗遥 冶
陈亚威又在野搞事情冶袁打算向野二茬
增产量增收入冶发起挑战遥

在销售环节袁陈亚威也有自己
的想法袁今年不摆摊尧更不守摊袁尝
试以网销为主袁在开拓销路的同时
实现与客户野点对点冶对接袁既能绕
过批发商卖上好价钱袁又能帮自己
吸纳稳定客户袁 为接下来的西瓜尧
红薯等农产品奠定稳定的市场遥

野去年我种瓜的时候大家都觉
得我种不成袁 今年村里很多户找到
我要跟着我种袁买我的苗袁让我教技
术遥 冶说到村里人态度的变化袁陈亚
威觉得自己能理解袁野前面有车袁后
面有辙袁做出成绩别人才会信你遥 冶
下一步袁 陈亚威打算带着村里的人
一起野搞事情冶遥

河南上蔡

“新瓜农”种出新花样
阴张培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