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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走进河北省邯郸轩
宇农业科技园，就像进
入了一个外星世界：金
黄色的大南瓜重达 200
斤 至 300 斤 ，是 普 通 南
瓜的 20 倍；长达一米五
六的丝瓜悬挂于藤蔓
上，让五六十公分长的
普 通 丝 瓜 成 了“ 小 矮
人”。这些长相奇特的
蔬菜是太空蔬菜。据轩
宇农业科技园航空蔬菜
项目技术总监李春刚介
绍，它们是普通蔬菜的
种子搭载航天器，经过 本报记者
太空失重、缺氧等特殊
环境，内部结构发生变
化，返回地面后，经过农
业专家筛选培育而成。 杜
“蔬菜种子在太空
环境下发生变化，
栽种后 芳
的果实有的变大、
有的变
小、
有的连颜色也发生了
变化。
”
李春刚说。
在科技园里摘一个
太空番茄尝一尝，透着
股优质水果的味道，连
颜色也像水果一般丰富
多彩。正在现场作技术
指导的邯郸市蔬菜研究
所副所长张孟军介绍
说，航空育种的西红柿
经过专家改良，可以结
出红、黄、绿、黑四种颜
色的果实，被称作“太空
四钻石”。
“除了西红柿，园区还种植黄瓜、茄子、豆角
等近 20 个品种。科技园和北京航天局航天育
种工程处、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中心等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成为华北南部的特殊菜基地。
园 区 年 生 产 销 售 蔬 菜 10 万 吨 左 右 ，产 值 达
2000 万元。”李春刚告诉记者，通过试种情况来
看，大部分太空蔬菜都能适应本地土壤、水分等
生长环境。
有人质疑，太空蔬菜是否等同于转基因食
品？张孟军解释说，太空蔬菜和转基因食品不
是一个概念。太空蔬菜经过太空特殊的环境改
变了作物的基因序列，出现了新的性状，这些基
因还是作物本身的，基因遗传变异是自然的，并
没有引入外来基因。转基因食品是将另外一种
生物的基因引入到作物中，使作物表现出另一
个种生物的性状。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搭载
上太空的作物既有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
食作物，又有西红柿、辣椒、黄瓜、茄子等蔬菜，
还有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以及花卉和药材等
品种。
这些上过天的种子，
不但能生产出更多更好
的食品，
而且吸引了许多投资者的目光。邯郸轩
宇农业科技园市场潜力被恒农集团看中，
很快成
为恒农集团在邯郸市邯山区的合作示范基地。
现在，科技园引进太空绿钻、太空黑钻等太
空蔬菜种植技术，并在邯郸市内大型超市开设
太空蔬菜专柜。发展太空蔬菜，不但为市民食
谱提供了新选择，也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

太空
：

乘势而上
打造投资洼地
谢

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湖南省安仁县僻
处一隅，发展水平较低，实现后发赶超的唯一路径
是改革、根本动力是开放，只有积极打造“边际投资
洼地”，才能赢得主动。
安仁素有“八县通衢”之称，处在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示范区和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
接合处，拥有与周边地区展开交流合作的区位优
势和政策平台。同时，安仁的人口超过 44 万，消费
需求日益旺盛，拥有湖南唯一的精细化工园，拥有
全国首家稻田公园等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发展潜
力巨大。如今的安仁对外来资本具有较大吸引
力，投资洼地效应日益凸显。乘势而上，安仁县提
出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打造郴株衡、湘赣粤“边际
投资洼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安仁改革发展和打造
“边际投资洼地”的出发点。安仁重点抓好三项制
度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补精神之钙、
除四风之害、祛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制，安仁要
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打
造“边际投资洼地”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要以简政放权为核心，推进政企
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减少行
政干预，消除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坚
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
推进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共同参
与、良性互动的网格化、信息化、多元化治理。
将安仁打造成为活力高效、安全放心、宜居宜业
的投资首选之地。
打造“边际投资洼地”不是“高大上”的词
汇，而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用好政策是基础。作
为后发地区，安仁有很多不足和短板，但同时也
有不少优越的政策支持，不能端着金饭碗要饭，
必须把相关政策用好用活用全。统筹城乡是重
点。结合安仁县的实际，要全力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以 S212 线、S320 线为中轴，以龙
海、灵官、永乐江、安平、关王 5 个中心镇为节
点，打造安仁的“十字城镇群”。以稻田公园为载
体和示范，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
村土地的合理流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
予农业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以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为目标，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
资源均衡配置，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各类生
产要素的流通和集聚。生态文化是特色。加快建
立完善符合两型社会示范区要求的产业结构和发
展方式，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大安仁的生态
文化优势。要以优惠的政策、良好的环境，吸引
更多的资本进入安仁。
在安仁，打造“边际投资洼地”要让技术、管理、
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
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安仁县委书记）

6月至 8月这个时间段，正是东北地区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功夫在平时 遇旱心不慌
本报记者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三星村村民张春海清楚记得 5 月初的
那场雨，滴滴答答的雨珠汇成线，流进刚刚播种完的玉米地，也
淌进他的心里。张春海盘算：照这样，今年就省心了，玉米收成
肯定不错。农民们盼着风调雨顺，可旱情偏不期而至。
“6 月 11
日之后的 3 个月里，
我们这里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
”
张春海说。
国家防总统计，6 月下旬开始，特别是进入 8 月后，由于降
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开始在包括通辽在内的东北地区蔓延。
旱情的发展时间恰好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旱情
会影响东北“大粮仓”这些地区的收成吗？

设施建设要夯实
通辽市有 2000 多万亩耕地，粮食产量占内蒙古的四分之
一，是我国 23 个百亿斤粮食地级市之一。再过一个月，通辽的
玉米将进入收获期。
“这段时间降雨确实少，但对我们来说，无非是多浇两遍地
的事。”通辽市科尔沁区丰田镇辽阳村农民孙立新说。辽阳村
的 3400 亩耕地有充足的灌溉设施，其中的 1000 多亩地今年
还用上了膜下滴灌。
“在井房一刷卡，水直接顺着滴灌带进入玉
米根部。”孙立新说，
“水浇得及时，预计产量不会受多少影响。”
“大旱之年能保证总体丰收，离不开多年来我们坚持建设
农田水利基本设施。”通辽市水务局副局长李建国说。他回忆，
通辽市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进入 2000 年后开始加速，特别是
2011 年以来，膜下滴灌、高标准低压管灌等节水灌溉设施得到
广泛应用。
“ 目前，通辽地下水灌溉面积达 1000 多万亩，能保
证 100 亿斤粮食的基本产量。”
当然，大旱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在通辽缺少水源的山丘地
区，旱情造成了 370 万亩耕地成灾。
“ 好在今年我们新建了 166
万亩节水高产高效粮食功能区。功能区每亩地能增产 300 斤到
700 斤，可以弥补有些地区因旱灾造成的减产。算总账，粮食丰
收应该不成问题。”李建国说。
“抗旱靠的是平时积累。农田水利建设到位了，即使遇到
天旱，照样能丰收。”开鲁县副县长王洪江说。

农业节水需坚持
久旱的通辽盼着一场透雨。但是，大雨能缓解一时的旱情，
改变不了长期缺水的事实。
“上世纪 80 年代，
通辽的大小水库里
都是水。
”
李建国说，
记不清从几时起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
一项统计显示，通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 1200 立方米，
是全国 110 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节水势在必行。一项统计
显示，2012 年，通辽农业用水量 23.70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83%。农业是用水第一大户，农业节水必须先行。
通辽的情况并非个例。2012 年，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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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计划 2012 年到 2015 年
投资 380 亿元，在东北四省区建设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面积 3800 万亩，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灌溉用水
系数。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完成 451 万亩建设任务。
通辽市库伦旗小南京洼村地处山丘区，过去基本靠天吃
饭，好的年景每亩地也就 500 斤玉米的收成。2012 年，通辽市
水务局率先在这里实施膜下滴灌项目。
“一开始，老百姓不相信
靠一根细管滴水就能把地浇透。”小南京洼村党支部书记杨景
祥回忆，现在，实践打消大家的疑虑。
“ 膜下滴灌一亩地一次只
要 15 立方水，省水。卡一刷，水肥一起灌到玉米根部，7 个人 8
天时间就能浇完 5000 亩地，省肥、省工。”
杨景祥所说的优点，张春海同样感受到了。只不过他所在
的三星村地处平原地带，先天条件优于小南京洼村。
“ 以前，一
亩地能收 1600 斤到 1700 斤玉米，现在用水、用电、用肥、用工
都明显减少，每亩地增产 300 多斤。”但张春海心里也有小算
盘，使用膜下滴灌，每亩地每年需要投入 200 元左右用于更换
地膜和滴灌带，
“200 元投入换 300 元收入，投入有点高。”

后续投入待破题
张春海的顾虑正是李建国担心的地方。
“ 国家实施节水增
粮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井房、主管道等属于一次投入，可长
期使用，但地膜、滴灌带等却需要年年更新，长期投入。”
使用膜下滴灌的节水账清清楚楚：采用传统方式灌溉一亩
地需要 300 立方水，膜下滴灌只需要 120 立方水。但农民还要
算经济账，每亩地每年 200 元的投入能带来多少收益？
“如果像张春海家一样产粮基数原本就比较高，或在风调
雨顺的年份，农民的投入积极性会打折扣，”李建国说，跟着打
折扣的就是节水的效果。
据了解，对膜下滴灌后续投入不足的担心普遍存在。李建
国说，他不止一次和各地的同行讨论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有关
部门能制定稳定的节水灌溉投入机制，出台鼓励节水的优惠政
策和补偿政策，调动农民的节水积极性。同时，我们也希望运
用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约束粗放的农业用水行为。”
长效机制还有待研究，现实的办法已在实践中。今年，一
家生产地膜及滴灌带的企业在通辽投产，公司负责人向巨东
说，他们将对用过的地膜及滴灌带进行以旧换新，一方面降低
公司的原料成本，另一方面减少农民的投入。
王洪江正在尝试换一个角度解决问题。
“我们在王家店村开
辟了试验田，
在科研部门的指导下试种不覆膜滴灌的玉米，
如果
各方面数据令人满意，
今后会考虑推广，
减少对地膜的投入。
”
在
试验田里，记者见到了以不同品种、不同密度、不同肥料种植的
玉米。
“我们要找到最适合开鲁的种植方法，从多个角度提高单
产，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种田的投入产出比。
”
王洪江说。

水到高坡日子甜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探访
本报记者
8 月末的甘肃省张家川县，山风裹挟着丝丝寒意。
川，本意为河。张家川名为川，却没有河，只有绵绵不
尽的黄土坡。当地干旱少雨，农民吃水曾经非常艰难。

苦水换甘泉
当年吃水难到什么程度呢？59 岁的木河乡高山村农民
肖克成说，村里的孩子满 6 岁后，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要起
床，拄着拐棍，跟着大人一起，走 5 里山路，下到山沟底部泉
眼处，排队接水。沟底水苦涩难喝，可就是这样的水，用起
来也格外珍惜——先洗脸，再洗衣，脏水沉淀几天后，给牲
口喝。
不独是高山村，生活在张家川黄土高坡上的人们，祖祖
辈辈过的都是这样的苦日子。张家川县委书记刘长江说，
2004 年农村饮水安全调查发现，全县农村人口有 31.07 万，
饮水不安全的就占 20.1 万，占农村人口的 67%。
不过，张家川世世代代寻水吃、披星戴月找水吃的历史，
现在已经过去。这一切，只因为近年来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张家川县水务局副局长马利目说，按照“农村供水城市
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要求，张家川以东峡、石峡两座水库
为依托，先后建成了渠子梁、连五梁、刘堡梁、龙山、平安梁、
马鹿梁 6 处规模化、
跨乡镇、
跨流域的集中式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
截至目前，
已累计解决 19.44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
题，
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 96.7%。
工程覆盖全县 15 个乡镇 184

黄俊毅

个村，
通村率达 100%，
入户 32037 个，
入户率达 82%。

管护不打折
虽然张家川供水条件并不好，但饮水安全工程的水质
和管护一点都没打折扣。
张家川县 6 处集中供水工程都安装了一体化水处理设
备。水务局对水源水、净化水、户用水、末梢水，每两三天都
要取样检测化验一次。县农村供水检测中心主任糟明明说，
从通水到现在，国家规定的 21 项检测项目，没有一项超标。
在东峡水库管理所监控室里，水库各个角度实时画面
同步呈现在监控屏幕上。管理员赵筠垚轻敲键盘，水库水
位、出水流量等数据立即展示在眼前。甘肃省饮水办主任
高伟说，张家川县建成了集水情监测、视频监控、调度控
制等功能于一体的农村饮水安全信息化管理中心。在水源
周边、取水口、水处理车间、水厂、高位水池等重点防控
区，都安装了摄像头，24 小时实时监控；利用液位传感、
电动阀控制等技术，对机电设备操作进行远程自动控制和
调度。
黄土高坡地形复杂，供水受自然因素干扰大，故障易
发、多发。为此，张家川县在张川、龙山建立了两个中心仓
库，储备各类型号的管材和维修配件，配备专用车辆、发电
机 和 维 修 工 具 。 各 管 理 所 对 管 理 人 员 划 片 包 干 ，责 任 到
人。目前，每个管理人员平均负责 8 至 10 个村 1400 户的上

无人植保机实现“信阳造”
本报讯 记者冯举高、通讯员李雁峰报道：
日前，一架遥控型单旋翼无人植保机在河南信
阳淮滨一处农场上空“喷云吐雾”，10 分钟就完
成了 20 多亩稻田的农药喷洒作业，效率是传统
人工作业的 60 倍以上。这是信阳高新区银来
植保航空器有限公司在做新产品上市前的最后
测试。
据悉，遥控型单旋翼无人植保机的主要优
点是操作灵活，充电方便，无需专用起降场地，
超低空作业。它采用最先进的 GPS 定位系统，
能让农场主在飞防作业时实现远距离观察，同
时在施药过程中飞行高度比较稳定，投放准确，
喷洒效果远超人工喷雾，能快速高效地完成病
虫草害的防治。
随着农业产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无人植
保机市场应用广、效益可观。银来公司的无人
植保机项目即将在信阳高新区投入批量生产，
届时可年产 3000 架。

门 维 修 收 费 服 务 。 农 户 家 水 管 出 现 故 障 ，半 天 内 保 证 修
好。村级管网出现故障，一天内保证修好。主干管网发生
故障，两天内保证修好。管理人员电话 24 小时开机，群众随
叫随到，上门维修，配件只收成本，免费提供服务。
刘长江说，张家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以来，从未出
现过大面积、长时间停水和断水。

水费缴得快
在不少地方，拖欠水费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在张家川，
农村水费收缴却出奇顺利。
在张家川县水务局龙山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所，记者遇
上正来缴水费的树坡村农民马有雄。他说，村里通上了自
来水，每年每户交水费 117 元，供水 30 吨。如果不够用，来
水管所续费就行。现在用水和城里一样方便、便宜。
用水方便，水质良好，服务周到，水价便宜，农民交水费
的自觉性非常高。连续两年，张家川水费回收率超过 95%，
水费收入超过 180 万元。龙山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所所长马
志明说，水费回收有保障，管理人员收入也有了保障。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 2005
年启动以来，全国累计建成集中供水工程 37 万多处、分散供
水工程 130 多万处，解决了 4.1 亿农村居民、3200 多万农村
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受益人口比
例由 2005 年的 40%，提高到 2013 年的 73%。

黄秋葵原产非洲，是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
值的药食两用保健蔬菜，具有降血脂、保护肝
脏、延缓衰老等多种功效。目前国内种植黄秋
葵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图为
河北省永清县韩村镇东营村农民在采收黄秋
葵。
张玉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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