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窑 窑

近日袁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
管理司下发 叶关于推介一批畜禽养
殖机械化典型案例的通知曳袁 发布
20 个典型案例袁湖北省咸宁市嘉鱼
县青山生态蛋鸡养殖场的 野现代化
生产装备助力中小规模蛋鸡养殖案
例冶入选遥

嘉鱼县青山生态蛋鸡养殖场采
用叠层笼养模式袁利用自动化饲喂尧
智能化环控尧 机械化采集和粪污收
集装备袁实现蛋鸡养殖全程机械化遥
采用传送带清粪后袁 该养殖场鸡粪

实现日产日清袁 同时将发酵好的鸡
粪作为蔬菜尧油茶等作物的有机肥袁
让鸡粪变废为宝遥

该养殖场总投资 1000 万元袁
鸡舍按标准化蛋鸡野124冶模式设计
建设袁配备湿帘风机尧自动投料机尧
集蛋机等袁具有野喂料供水尧清粪捡
蛋尧给光控温尧换气消毒冶全自动功
能遥 设计存笼 8 万羽袁 现存笼 6.5
万羽袁日产鸡蛋 3.8 吨袁销售收入
2.4 万元遥

肖敏 陈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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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里土地以前大部分只种植
一季玉米袁产量也不高袁种一年袁赔
一年遥 如今袁冬小麦尧玉米两季种
植袁减肥减药收成还不错浴 冶天津市
静海区西翟庄镇西翟庄村种植户
郑国成开心地说起去年的丰收遥

西翟庄村人口 1641 人尧 耕地
4986 亩遥 盐碱地尧灌溉难使亩产年
收益仅为 400 元左右袁村集体收入
基本为零袁人均收入也远低于天津
市平均水平遥

野之前村里一直计划发展大田
种植袁但是技术不到位袁迟迟未能
开展袁脱贫任务困难重重遥 冶西翟庄
村党支部书记冯致奎回忆起曾经
的困难苦笑着说遥

直到 2017 年袁 农业农村部环
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渊以下简称环保
所冤 驻村帮扶组来到西翟庄村后袁
种植技术上才有了突破遥帮扶组在
深入了解了村里实际情况后袁充分
发挥科研人员技术优势袁用科技的
力量为传统农业赋能袁助力西翟庄
村走出一条科学种植的致富路遥

野每亩地能多出几百块钱的收
入呢浴 冶 村里的贫困户张耀连说院
野现在种地跟以前可不一样袁 化肥
少用竟然还能增产袁现在的日子可
好多了浴 冶

改变张耀连传统种植方式的
技术来自西翟庄驻村帮扶组遥环保
所驻村组结合当地实际袁一方面引
入相关技术作支撑袁 一方面发展
野玉米-二月兰冶 繁种套作产业袁为
科技种田提供保障遥

野村民要想富袁先要从种植观
念上改变遥冶帮扶干部赖欣说遥可是
让种了几十年地的农民改用新技
术并不容易袁帮扶干部和村野两委冶
成员一道给村民做工作遥

郑国成是首批野吃螃蟹冶的村
民之一遥 野第一年我就增收 2 万
元袁 看着我跟着帮扶组种田赚了
钱袁邻居们都要一起干浴 冶郑国成
介绍说遥

尝到了科学种植甜头的村民袁
纷纷找到村野两委冶要求加入遥 2018
年袁村集体出资领办天津惠欣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袁40 余户村民及
贫困户参与其中遥

为了帮助村民熟练掌握技术袁
帮扶组还不定期邀请农业专家对
村民开展科学种植尧 化肥农药减
施尧虫灾防治等方面的技术培训遥

野现在合作社的 400 亩示范田
种的都是经过筛选的耐盐碱尧抗倒
伏的新品种袁地里用的都是经济高
效的缓释性肥料袁农机化水平大幅

提高袁现在已经达到了 95豫遥 冶合作
社社员吴庆革说院野2020 年我们在
减肥 15豫尧减药 10豫的同时袁合作
社收入增加了 35 万元浴 冶

村民富了起来袁村集体有了收
入袁让脱贫更有了底气遥 帮扶组开
始调整村里产业结构袁不仅让村里
富起来袁还要环境好起来遥

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袁还要注
意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做
到农民钱袋子鼓起来袁村庄环境美
起来遥 冶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党委书记张国良说遥

帮扶组促成 野西翟庄青饲玉
米-二月兰繁种套作冶 基地建设项
目落地遥 基地每年至少生产 5000
公斤左右种子袁 为 6000 亩休耕轮
作提供种子支持遥

基地采取 野基地垣村集体垣贫
困户冶的模式运营袁二月兰育种尧晒
种尧选种等工作为村民提供就业机
会遥

投产后袁二月兰种植预计辐射
带动村内 30 户贫困户种植袁 户均
增收 2 万元遥 二月兰基地的建成袁
不仅为西翟庄村野两委冶向村民开
展服务奠定了物质基础袁还带动村
民从传统大田种植业向现代都市
农业尧休闲农业过渡遥

野看着产业建起来袁我们又开
始想方法能更持久地带动他们增
收遥 冶帮扶干部王强说遥

野玉米每亩增收几百元袁在村
内做保洁员一年能有 2 万元工资袁
年底合作社又分了红袁这日子可真
是越来越红火了浴 冶贫困户任继华
笑着算着去年家里的收入遥

任继华口中的合作社分红就
是王强他们想持久带动农民增收
的方法遥 为了增强集体经济的野造
血冶能力袁进一步推动村集体经济
的迅速壮大袁帮扶组推动村民入股
合作社袁让村民变野股东冶遥

野入股的消息一出袁就有很多
村民踊跃报名袁 前来咨询入股事
宜袁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袁参与进来袁
共同致富遥 冶村野两委冶成员王广兰
说遥

据了解袁 目前已有 40 户村民
通过土地集中流转尧个人或其他组
织捐赠资产等方式袁将经营性和非
经营性资产量化为成员股遥

茛云南省会泽县普珠村因地制宜袁成立肉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袁走野合作社垣基地垣农户冶的经
营模式袁合作社负责统一收购尧饲养尧管理尧销售
肉牛袁形成利益联结机制袁带动 188 户贫困户养
殖 100 多头肉牛袁其中能繁母牛 50 头袁走上了脱
贫致富之路遥 近年来袁该街道积极探索产业扶贫
发展模式袁按照野尊重意愿尧因地制宜尧因户施策冶
的原则袁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袁帮助其实现
脱贫致富遥 李培发摄

四川邻水县

落实养殖补助
扩大生猪产业发展
水泥搅拌机加速运转袁工人们忙着组装加固设

备噎噎1 月底袁在位于四川省邻水县石滓镇冷水村
的邻水富康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扩建肥猪圈舍项目
建设现场袁工人们正在进行扫尾工作遥

野目前袁 项目主体已经基本建设完成袁 预计
2021 年出栏商品猪 9000 头遥 冶该项目负责人刘启
木告诉记者袁2018 年袁他投资 400 余万元袁在冷水
村建成种猪场及保育区袁2020 年出栏商品猪 4000
余头袁销售部分仔猪遥 为满足市场需求袁前段时间袁
他又投资 200 余万元袁 扩建肥猪圈舍 4000 余平方
米袁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遥

据了解袁去年以来袁邻水县围绕野保供给尧保安
全尧保生态冶目标袁在推进生猪项目建设尧扩大产能
的同时袁抓紧落实养殖补助政策袁对照叶生猪良种补
贴实施政策曳叶政策性农业保险曳等政策袁大力宣传
新增能繁母猪补助政策袁提高保险额度曰加强非洲
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袁开展野大清洗大消毒大
排查冶行动袁集中对全县大型养殖场圈舍尧屠宰场等
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毒袁对生猪调运车辆全覆盖
检查袁抓实抓好生猪产业发展遥 张天文 刘莉华

湖南祁阳县牛坪坳村

以“果”脱贫奔小康
湖南省祁阳县羊角塘镇牛坪坳村的水果种植

大户付爱阳曾是牛坪坳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遥近年
来袁在当地镇村干部的帮助下袁现在他一年的收入
已近 10 万元遥牛坪坳村地处衡邵干旱走廊袁曾是省
级贫困村遥该村以野果冶扶贫袁引进脆枣尧黄梨等耐旱
水果袁通过野党支部垣合作社垣贫困户冶的模式袁村支
委牵头尧合作社联营尧农户投资投劳尧贫困户参与袁
打造瓜果特色袁实现了贫困村向小康村的野蝶变冶遥

如今袁 牛坪坳村每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5 万
元袁村民人均纯收入约 1 万元遥 农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尧村级公路加宽硬化尧野雪亮工程冶进村入户尧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尧 村级活动广场等惠民工程逐步完
工袁村容村貌大变样袁村民欢声笑语奔小康遥李新春

西翟庄村村民正在帮扶组指导下施用缓释肥袁用量
少尧利用率高尧增产增收遥

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村

科学种植鼓起村民钱袋子
阴唐旭

湖北嘉鱼县

青山生态蛋鸡叠层笼养
模式受到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