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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今年的天气好袁 没有遇到连续阴雨
天袁桃子口感特别好袁又大又甜遥冶安徽界首
泉阳镇王付全村创优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伟
说遥看着粉红溜圆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袁王
伟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袁野今年的水蜜桃长
得不错袁大的一个有一斤多袁平均都有七两
左右袁亩产 4000 斤没问题袁今年至少可以
赚 40 万元遥 冶

今年 42 岁的王伟袁 高中毕业后一直
在上海打工袁一次偶然的机会袁他吃到了
正宗的无锡水蜜桃袁感觉口感很好袁从那
时起袁 他就有了回乡种植水蜜桃的打算遥
2010 年袁王伟从无锡引进三亩地的水蜜桃
种苗袁在自家地里试种袁发现水蜜桃很适

合这里种植袁口感和以前吃的无锡水蜜桃
一样袁很受顾客欢迎袁没费事就销售一空袁
让他赚到了野第一桶金冶遥 尝到甜头袁2014
年袁王伟又扩大种植了 30 亩遥 为了保证水
蜜桃的品质和口感袁多年来袁王伟一直坚
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理念袁桃园施肥全部用
有机肥和农家肥曰杀虫防病采用太阳能杀
虫灯尧套袋等生物防治技术袁保证种出来
的桃子无污染尧无公害袁达到绿色食品标
准遥 野他家的水蜜桃好吃袁价格还实惠袁都
是刚摘下来的袁特别新鲜袁我每年都会和
朋友来这里买水蜜桃袁今天外地的几个朋
友让我帮他们买几件邮寄过去遥 冶舒庄镇
的采摘游客杨萍说遥

现在创优家庭农场的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 50 亩袁 品种更多了袁 有早熟水蜜桃
野金红冶尧中熟水蜜桃野白凤冶尧晚熟品种野锦
绣黄桃冶袁还有红桃尧油桃等品种遥 王伟在
种植水蜜桃发家致富的同时袁没有忘记村
里收入低的村民袁桃园里的农活都是请他
们来做袁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袁因此袁他的
家庭农场也被命名为野泉阳镇王付全村党
员干部学习示范基地冶遥 目前袁创优家庭农
场的水蜜桃作为泉阳镇的名品袁已经是远
近闻名袁 也通过互联网销到了全国各地袁
水蜜桃已成为王付全村野一村一品冶的特
色农业袁王伟也通过种植水蜜桃袁圆了自
己的野致富梦冶遥 白永明 蒋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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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广西正值玉米夏收时节袁韦
海忠又忙碌起来遥

韦海忠在龙州县成立亮剑生态牧
业专业合作社至今已有 7 年时间袁专门
收购尧加工尧销售农作物秸秆和全株玉
米袁年加工量可达 4 万多吨遥

龙州县是甘蔗种植大县袁每年产出
甘蔗尾叶 50 万吨左右袁加上水稻尧玉米尧
花生尧黄豆尧木薯等农作物秸秆袁年产秸
秆 80 多万吨遥 去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6.2豫遥

联合运营袁畅通秸秆利用渠道
龙州县目前建有 5 个大型生态养

牛场袁常年存栏量达 3 万头遥 大量的饲
料从哪里来钥

野要是能把这些甘蔗尾叶加工成肉
牛的饲料就好了袁 不仅可以变废为宝袁
还可降低养殖成本遥 冶当初韦海忠刚回
龙州发展肉牛养殖时袁 就提出这个想
法遥

以龙州甘蔗种植的规模估算袁用甘
蔗尾叶加工成青贮饲料可满足 8 万头

成年肉牛的饲料需求袁加上甘蔗收获期
贯穿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袁青饲料加工
能有效解决越冬度春期间的畜牧业饲
料缺乏问题遥

近年来袁龙州县将秸秆离田收储作
为肉牛养殖产业化利用发展的关键环
节袁 建设完善秸秆饲料化收储加工网
点遥由政府主导投入财政资金约 1000 万
元袁在秸秆密集产出区的乡镇建设 8 个
收储加工厂袁 每个加工厂年加工能力 3
万吨袁 同时引导能人成立 12 个专业合
作社袁 在村屯设立了 30 多个秸秆收购
点遥

资金扶持袁规范秸秆加工市场
在龙州县袁野蔗叶换猪脚冶成为不少

村民的口头禅遥 每年甘蔗收获季节袁农
户通过售卖秸秆每天能收入 200-300
元遥

农户稳定的收入得益于龙州县以
市场为主导袁设置收购最低价袁以保
护农民积极性袁甘蔗尾叶尧玉米秸秆
等每吨不低于 120 元遥同时袁强化收储

企业的诚信经营和优质服务意识袁在
秸秆主要收获时节袁收储企业不间断
开门收购袁 农户运送秸秆随到随收尧
现款现结遥

野我把玉米套种在甘蔗地袁玉米砍
收后袁 拉到附近的生态养殖园去卖袁到
甘蔗榨季袁甘蔗尾叶也可以卖遥 冶下冻镇
扶伦村板旦屯村民周宏超说袁每年玉米
秸秆和甘蔗尾叶就收入 8000-1 万元遥

据广西龙州甘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袁他们每年在龙州县收
购的甘蔗尾叶和玉米秸秆约 2 万吨袁为
群众带来 360 万元的收入遥

龙州县还积极开展村企合作联营袁
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资金建设加工厂袁按每吨 10-20 元的标
准给予补贴袁推动饲料加工企业与养殖
企业联合收储袁 由专业的收储加工生
产袁 既保障了养殖企业的饲料供应袁又
推动了加工企业的运营稳定遥

创新路径袁推动秸秆养牛产业
野耶十四五爷时期袁我们大力发展肉

牛养殖产业袁力争达 30 万头遥 积极借鉴
外地先进经验袁创新实施耶政府管建尧企
业管牛尧农户管养爷的肉牛养殖产业发
展耶三管爷合作模式遥 冶龙州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尧 水产畜牧兽医局局长姚新
说遥

野我们夫妻俩在甘牛生态养殖园做
工袁主要负责喂牛尧清洁和察看牛生长
情况之类的工作袁两个人每月能有 7000
元的收入遥 冶下冻镇扶伦村那渠屯村民
黄德义说遥

这是龙州县推行的农户管养案例袁
以野企业垣小微牛企冶野企业垣合作社冶野企
业垣联合体冶野企业垣家庭农场冶四大合作
模式为平台袁鼓励引导适合条件的农户
通过入股合作社尧小微牛企或建立家庭
农场尧加入养牛联合体等方式与龙头企
业合作养牛遥 养牛企业以基地为依托袁
制定秸秆养牛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袁
带动合作的经营主体抓好肉牛的引种尧
繁育尧育成尧育肥尧交易尧屠宰尧品牌创建
等工作袁通过野管引牛尧管技术尧管回收冶
来保障村民养牛有成效遥

银安徽省天长市
汊涧镇退伍军人李春
勇回乡后不等不靠袁
针对市场成品羊俏销
的行情袁于 2015 年春
投资办起羴羊家庭农
场开始养殖山羊袁由
于应用了配合饲料尧
程序免疫尧快速肥育尧
秸秆利用等一系列肉
羊生产的先进技术袁
农场办得红红火火袁
规模不断扩大遥 近几
年袁 他的农场年均存
栏山羊 1000 余头袁许
多外地客商慕名前来
收购袁年均创收 30 多
万元袁 并带动周边农
户养羊致富遥 图为李
春勇在喂养山羊遥

汪昌化 摄

政府管建 企业管牛 农户管养
要要要广西龙州县探索秸秆养牛新路径

阴陈明桂 农基椿

安徽界首市泉阳镇

水蜜桃种植形成特色产业

安徽黄山

天籁农场葡萄串起“甜蜜产业链”
日前袁第五届天籁葡萄采摘节暨呈坎镇电商

助农窑乡村振兴启动仪式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
区呈坎镇汪村天籁农场开幕遥 近年来袁天籁农场
将水果种植尧葡萄酒加工销售尧休闲观光尧文化
康养等多种元素相融合袁发展乡村旅游袁让汪村
葡萄野甜蜜产业链冶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袁形
成了产业带动尧文化引领尧乡村旅游尧辐射周边
的乡村振兴大格局遥 朱莉娅 汪阳

新疆温宿

金华新村木耳俏销浙江
7 月 15 日新疆温宿县托乎拉乡金华新村特

色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在大棚里采摘并晾晒黑木
耳遥 基地建有黑木耳立体种植大棚 9 座袁晾晒大
棚 3 座袁每个棚占地 130 平方米袁每棚悬挂菌棒
6000 个袁 一年春夏秋产三季袁 每棚产干黑木耳
360 公斤袁产品均销往浙江等地市场袁还解决了
本村 10 余人就业遥 颜寿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