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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才培训
助力辣椒产业发展
为走好乡村振兴产业增收先行棋袁贵州

省道真县棕坪乡积极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
工作袁 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
用袁以党支部为核心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
展辣椒产业遥现在全乡辣椒种植稳定在 2000
亩以上袁 年产量可达 300 万斤袁 产值超 400
万元袁提供灵活就业岗位 1000 多个遥 邹季芳

冷凉蔬菜指适宜在高海拔和气候
冷凉地区生产的夏季蔬菜袁又叫错季蔬
菜遥其适宜生长温度为 17益-25益遥宁夏
固原市地处高原袁种植冷凉蔬菜有着天
然优势遥 近年来袁被誉为野中国冷凉蔬菜
之乡冶的固原市利用气候尧地域优势大
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袁 推进高科技种
植尧产加销一体化发展袁全市冷凉蔬菜
种植面积达 58.7 万亩袁年产量达 200 多
万吨袁总产值约 30 多亿元遥

产需对接袁推动优质优价

野虽是普通菜袁但都是新品种袁口感
好袁价格也实惠遥 特别是夏天袁冷凉蔬菜
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遥 冶固原市原州
区瑞丰合作社理事长姚选说遥

瑞丰合作社是原州区众多冷凉蔬
菜合作社中的一个袁 主要种植西芹尧辣
椒尧大白菜等遥 目前袁合作社共有社员
531 户袁蔬菜种植面积超 1.2 万亩袁年产
蔬菜近 48 万吨袁 年销售收入超 4650 万
元遥

姚选告诉记者袁合作社冷凉蔬菜每
天的销量很可观袁仅西芹每天销量就达
100 吨遥 销量上去了袁效益也得跟上遥 合
作社建成预冷库尧制冰间袁解决蔬菜预
冷处理尧贮藏等难题袁助力蔬菜实现优
质优价遥

与瑞丰合作社相似袁西吉县向丰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也实现了种植尧储
藏尧销售一体化遥 合作社根据市场需求
来调节产品种植面积遥

野除了自己预测行情外袁还有部分
产品的种植面积是根据客户提前预定
的数量来决定的遥 现在袁我们也形成了
自己的品牌袁很多客户慕名而来遥 最近袁
我们又与几个企业进行签约袁在扩大销
售市场的同时袁让村民的致富路更加宽
广遥 冶合作社理事长苏向锋说遥

在与市场对接过程中袁还有部分小
型合作社专门为各大超市供货遥 泾源县
王成蔬菜种植合作社就是其中一家遥

合作社理事长王成说院野我们的种
植面积比较小袁 有长期合作的大型超
市袁效益也不错遥 冶

因地制宜袁探索多种模式

固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安祯介绍袁
固原独具冷凉蔬菜发展优势袁在宁夏的
夏季蔬菜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遥 各地根
据实际布局蔬菜品种和种植面积袁形成
多种经营模式遥

西吉县围绕冷凉蔬菜生产尧 加工尧
销售等环节袁组建蔬菜合作社超 100 家袁
培育营销人员超 500 人袁 形成 野龙头企
业垣基地垣农户垣市场冶野贩运大户垣合作
社垣农户垣市场冶等模式遥目前袁该县已开
拓 21 个省份 43 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遥
彭阳县发挥各村党支部作用袁组建

专业合作社袁建立生产基地袁培养营销
大户袁形成野支部垣协会垣基地垣农户冶发
展模式遥 目前袁彭阳县辣椒生产基地面
积为 11 万亩袁年产量近 30 万吨袁总产值
超 4 亿元袁90豫以上的辣椒销往自治区
外遥

野原州区已建成 4 个万亩冷凉蔬菜
基地袁坚持耶冬菜北上尧夏菜南下爷生产方
针袁在发展城郊型蔬菜基地的同时袁加大
露地外销型优势冷凉蔬菜基地建设遥 如
今袁 全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超 23 万亩袁
年产各类蔬菜 80 万吨袁 总产值 12 亿
元遥 冶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马志强说遥

马志强告诉记者袁原州区成立蔬菜
合作社袁建立蔬菜批发市场尧蔬菜预冷
库尧脱水蔬菜厂袁初步形成以蔬菜收购
营销点为基础尧 运销合作组织为龙头尧
运销大户为骨干的市场营销体系袁产品
远销上海尧西安尧武汉等大中城市遥

多措并举袁提高生产效益

固原发展冷凉蔬菜产业的优势与
劣势并存院 既有夏季天然冷凉且光照
充足的气候条件尧 深厚而富钾的土壤
条件尧西部居中的位置条件袁也有水资
源匮乏且分布不均尧 劳动力外流等不
利因素遥

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袁水利
设施和交通环境将不断改善袁再加上科
技进步与市场需求牵动袁这些都为冷凉
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尧广阔
的空间遥 冶固原市副市长张立君说遥

张立君告诉记者袁目前袁固原市已
建成原州区河东万亩供港蔬菜生产基
地尧姚磨渊闫堡冤万亩冷凉蔬菜生产基
地尧曹洼万亩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尧西吉
县将台万亩芹菜生产基地尧隆德县沙塘
千亩供港蔬菜生产基地尧彭阳县红河万
亩辣椒生产基地等一批冷凉蔬菜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遥 市政府加大基地保护
力度袁 设立冷凉蔬菜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袁推广冷凉蔬菜政策性保险袁将设施
生产尧集约化育苗和规模种植纳入政策
性保险范围袁以推动冷凉蔬菜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尧促进农民增收遥

固原市加快蓄水尧储水尧输水等水
利配套设施建设袁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
术袁发展滴灌尧喷灌尧膜下暗灌等先进灌
溉技术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蔬菜生产
效益遥

此外袁固原市加大冷凉蔬菜科研投
入力度袁改善科研条件袁开展贮藏保鲜尧
加工等相关技术研究袁 培育抗逆性强尧
高产优质的蔬菜新品种曰 积极引进尧推
广蔬菜新品种尧新技术袁在各县渊区冤建
立试验示范展示园袁 推广水肥一体化尧
秸秆反应堆等高效栽培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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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袁在重庆市巫溪县一处脱毒马铃薯繁育中心袁技术人员检查马铃薯试管
苗的生长情况遥

近年来袁巫溪县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袁通过引进新品种尧推广脱毒种薯生产等袁马
铃薯亩产水平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遥 黄伟摄

生猪养殖结合猕猴桃种植
实现生态有机循环

野我们这 110 亩生态猕猴桃在我年出栏 1000 头肥
猪的肥水供应下袁不仅树势长得旺袁去年就已进入了挂
果期袁今年猕猴桃亩收入至少有 1 万元遥 冶8 月 29 日袁走
进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白节镇兴桥村种养示范大户余
小平由残次林改造的猕猴桃园里袁正忙于指挥工人采摘
猕猴桃的余小平高兴地介绍遥

据了解袁残次林地十分贫瘠袁需要大量的农家肥来
浇灌改造土壤增强土地肥力袁 才能促进猕猴桃的生长遥
近年来袁纳溪区坚持推行野猪要沼要果冶生态种养模式袁
引导种养示范户野建一栋标准猪渊鸡冤舍尧一口新型沼气
池尧一片优质果园尧一池优质有机肥冶发展生态循环经
济遥 通过发展生态种养业袁最终实现野以沼气促养猪尧以
养猪促种果尧以优质果促农民增收冶的目的遥

于是袁 余小平与合作伙伴一起又投资上百万元袁建
成了一个年出栏达 1000 头的生猪养殖场遥 野现在我猪场
的猪粪自然流入沼气池袁不仅不污染环境袁产生的沼气
可做饭尧照明袁还节省能源遥同时袁剩下的沼液尧沼渣又是
浇灌猕猴桃很好的有机肥料袁这样就形成了一体化的生
态循环经济袁每个环节都能产生经济效益遥冶余小平兴奋
地说遥

生猪养殖与猕猴桃种植相结合袁可实现生态有机循
环遥 余小平高兴地给笔者算起增收账袁一个 250 立方米
以上的沼气池袁可消化年出栏 1000 头左右生猪的猪粪袁
可年产沼肥 2.5 万担袁 足够解决 110 亩左右的果园用
肥袁节约商品肥用量 3000 公斤袁节资 7500 多元遥 另外还
可以提高猕猴桃质量袁增加猕猴桃产量袁实现野双量冶齐
增遥

更令余小平高兴的是袁由于他的猕猴桃是全猪粪发
酵种植袁 猕猴桃个头大品质优味道好遥 今年他种植的
110 亩猕猴桃预计可产 5 万多斤袁按市场行情测算可达
60 余万元遥

野我的 110 亩猕猴桃园通过推行种养结合模式袁促
进了资源利用良性循环袁提高了种养效益袁既鼓起了我
的钱袋袁也让周边村民看到了科技致富尧环保致富的好
前景袁为带动兴桥村新一轮生态农业发展起到很好的示
范效应遥 冶余小平说遥 周超文 任小冷

宁夏固原市院

冷凉蔬菜产业铺就致富路
阴张国凤

河南沈丘县

农村留守妇女
掌握致富技术“金拐杖”

近日袁河南省沈丘县周营镇六六吉祥养鸽基地袁工人
在鸽棚里忙着为种鸽添加饲料尧 观察生长情况等日常管
理遥 今年袁该镇加大了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实用技术知识培
训力度袁使她们掌握了一至两门实用致富技术野金拐杖冶袁
有效助力拓展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遥谢辛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