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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过，春耕到，正是一年播种好时
机。3 月 15 日，湖南省中方县铁坡镇农
村淘宝合伙人唐丽君的店里人头攒动，
聚集了不少前来购买农资物品的村民。

“你看，我们现在有‘春耕节’专场活动，
肥料低至 5 折起，有很多大品牌，质量有
保障，经济又实惠。”唐丽君耐心地拿着
鼠标在农村淘宝的页面上一项项点开，
为前来咨询的村民作介绍，“眼下正是春
耕备耕时节，与往年农民挤在农资店抢
购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不同，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通过网络购买农资。鼠标轻
轻一点，各色农资琳琅满目，各类农业备
耕信息应有尽有，‘电商进村’让我们轻
松实现了‘线上’备耕”。

“以前我只知道女儿在网上买衣服
挺实惠，想不到种子化肥也能在网上买，
而且价格便宜、品种又多，就是买的时候

得多看看人家的评价。”中方镇铜锣村村
民蒲良根是农村淘宝的忠实用户，淘宝
让他接触了更多的电脑知识，不仅能在
网上购物，还学会了上网查资料，学习新
的农业技术。他笑着说，“‘电商进村’改
变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近年来，中方县推进“互联网+三农”
惠民工程建设，加快布局农村电子商务，
以“电商进村”为突破口，按照“购物不出
村、销售不出村、生活不出村、金融不出
村、创业不出村、寄递不出村”的模式，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社会免费
开展电商知识普及和培训，积极构建覆
盖全县的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和服务站
点，将特色产品优势、资源优势通过互联
网转变为经济优势。目前，已在全县 11
个乡镇建成农村淘宝服务站点 31 个，致
力于服务农民、创新农业。

2016 年，中方县投资 2000 万元规
划建设了中方县电子商务园，园区规划
建设总面积 20000 平方米，包括电商创
业中心、电商服务中心、电商孵化创客空
间、农特产品展示中心等，是集电子商
务、仓储物流、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一条龙
服务电商发展平台。为进一步激励公司
企业和青年开展电商创业，该县积极打
造农村电子商务孵化基地，建立电子商
务创业孵化园，专门为电商企业、创业人
才提供办公运营、产品展示、仓储配送、
培训推广等多种服务。入驻孵化中心的
企业和个人可直接享受免租金、免网费、
免仓储费等多种补贴优惠，有力推动了
电商企业、青年人才抱团发展和规范运
营，帮助该县培养“淘宝合伙人”“网店小
老板”等新型创业人才，掀起了该县农村
青年返乡创业的热潮。

春争时，夏争
日。山东省正抓紧
时机，改变传统的
耕作方式，让广大
农民尽享农业新科
技的红利。

在 素 有 江 北
“吨粮首县”之称的
淄博市桓台县，一
片 麦 苗 青 青 的 农
田里，种粮大户荆
茂祥正在侍弄着半
埋在土里的管道。

“今年有了这些宝
贝，既节约又增产，
肯定又是一个丰收
年。”今年 43 岁的
荆 茂 祥 租 种 着
2038 亩土地，是桓
台县远近闻名的种
粮大户，他所说的

“宝贝”是新安装的
一套滴灌设备。据
荆茂祥介绍，每到
春季，浇水、施肥等
春管工作都让他忙
得不可开交，今年
他投资 1.5 万元为
100 余亩农田安装
了滴灌设备，既节
省人工，还节约用
水，以前三四天才
能干完的活，现在

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滴灌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节约用

肥，算下来，要节省近三分之一。”荆茂祥指
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罐说。用上滴灌可实现
水肥一体灌溉，将肥料溶解后一起灌溉使
施肥更加精准，肥料的利用率能从 10%增
加到 40%，并且不用重复施肥，一次灌溉
就为作物加足营养。“‘减肥’后，不仅能提
高粮食产量，而且节省了投入，还能大大减
少土壤酸化，实现绿色种植，真是一举多
得。”荆茂祥说。

桓台县农业局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王
锡久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制定水肥一体实
施方案，待荆茂祥的农田试点成功后，将在
全县种粮大户中推广滴灌技术。

德州市齐河县仁里集镇大柴村的农业
科技示范户柴庆孝点开微信群，向专家请
教小麦根腐病的防治办法，几分钟后便收
到了回复。“有了它，等于拥有了一大批‘便
携式’农技专家，能随时随地答疑解惑。”柴
庆孝说。

近年来，齐河县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了
农技推广网络化、标准化、社会化、信息化
的“四化模式”。为建立起覆盖县乡村三级
农技推广网络，他们累计投资 1000 多万
元，建成了 1 处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 14
处乡镇（街道）农技推广服务站。依托农村
社区党政管理服务中心推动服务下沉，使
乡镇农技推广人员占全县农技人员的
66%。在全县遴选出6600户科技示范户，
实行县乡农技人员盯村包户制度，构建起

“县有技术专家、乡有技术指导员、村有科
技示范户”三级服务网络。

齐河县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全县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595家，家庭农
场 174 家，百亩以上种粮大户 207 户。同
时，通过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专职化管理，
党支部先后领办农机合作社340家。他们
健全了农业科技、信息、金融、保险服务体
系，为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提供

“菜单式”“一站式”服务，全县经营性服务
组织已达 168 家，社会化服务面积突破
100万亩。

3月14日晚，在聊城市高唐县梁村镇姜
庄村村委会大院里，村民们在认真听取镇农
技站站长韩秀丽关于盐碱地花生种植技术
讲座。去年，姜庄村的盐碱地花生亩产达到
了800斤。除去农药、用工等成本，较棉花
种植每亩增收200元。“现在春耕的各项物
资已准备齐全，就等着用新技术种田啦！”小
李楼村的村民李洪木乐呵呵地说。

李洪木是科技种田致富的典型。去
年，全国花生玉米宽幅间作技术观摩与研
讨会的现场会，就在他的农田里召开。李
洪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只种玉米，亩
产最多 1200 斤，现在采取“宽幅间作模
式”，玉米每亩地收成在 1000 斤至 1100
斤，每亩收获花生300斤至350斤，毛收入
增加了近千元。李洪木今年计划扩大种植
规模，把科技的力量充分放大。

农技推广

—
—

新技术就是及时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杨永杰

今 年 春 耕 气 象 新
张蔚蓝

电商平台——

指 尖 飞 点 备 春 耕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楚 雯 杨 森

技术指导——

提 高 技 能 促 生 产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随着气温回升，连日来，贵州省沿河
土家族自治县对全县春耕生产物资需求
摸底调查，引导农资经营户做好种子、化
肥、农药等农资供应准备，抓实春耕备耕
农资的充足供应。

“不要把我的分落了，我有 2 亩地
⋯⋯”一村民急切地喊道。在井坝村，刚
把沙子空心李苗送进村里，群众就主动
来到了车子边，等待分发空心李苗。

井坝村有 375 户 1200 多人，其中贫
困户 100 户 200 多人，长期以来该村没
有什么特殊产业，村民靠的是外出务工
和传统农业维持生计。今年，井坝村在
村里采取连片种植沙子空心李 800 亩，
目前已经完成栽种 600 亩。沙子空心李
产业是沿河的品牌产业之一。2006 年，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沙子空心李实施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截至目前，沿河县栽
植沙子空心李面积超过6万亩，投产果园
约2万余亩。

官舟镇马脑村今年新发展花椒种植
近 500 亩，但很多村民缺乏栽种技术，县
春耕技术服务队及时进行指导，从挖坑、
培土开始，手把手地指导村民种植。“花
椒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经济效益很
好，今年在官舟镇大力发展花椒种植，调
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是我们农技
人员的最大心愿。”在现场培训栽种技术
的肖永先说。

截至目前，沿河县已完成春播面积
26.5 万亩，其中马铃薯 14.5 万亩、蔬菜 8
万亩，已翻耕犁田 4.5 万亩，犁土 15.8 万
亩。储备化肥 6500 吨、农药 30 吨、农膜
120 吨、杂交水稻种子 130 吨、杂交玉米
种子260吨。

据了解，春耕农用物资除少量化肥、
农药已签订销售合同尚未入库外，水稻、
玉米、蔬菜等作物种子和农用有机肥储
备充足，完全能满足春耕生产进度需求，
投入农业生产资金360万元。

为了促进春耕生产，沿河县在中
界、沙子等乡镇(街道办)对 152 名县、
乡两级农技干部开展为期 3 天的技能培
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村组开展各类技
术培训及指导。先后印发培训资料 2.85
万份，受训农民 1.58 万人次。截至目
前，全县已种植蔬菜 3 万多亩，开春犁
田5万多亩、犁土20多万亩，烤烟育苗
可栽大田10多万亩。

“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近期我们
加大农资市场的执法检查，由县农业执
法大队牵头，种植站、植保站、土肥站、质
检站等参与，对 22 个乡镇的农资市场开
展了‘打假扶春耕’专项整治行动。入春
以来，共检查农资经营户178户。确保了
各类种子、农药、肥料不出问题。”沿河县
县长何支刚说。

记者在该县后坪乡各村看到，农民
都在自家地里翻犁土地、拉绳起垄、覆膜
盖棚，一派热闹的春耕景象。

1 月 17 日，记者走进华北平
原中部的河北省深州市西安庄
村，一排排半地下式的温室大棚
映入眼帘，掀开厚厚的布帘进入
棚内，只见一片片鲜嫩的无公害
黄韭长势喜人、韭香扑鼻，不少村
民正在收割、打捆、装箱。同时，
很多村民将黄韭栽入特制的花盆
内，做成了独具特色的盆景黄韭。

“没有黄韭不过年。”谈起深
州黄韭，西安庄村党支部书记马
玉敏提起了当地流传的民间谚
语。他介绍，黄韭种植过程中只
用有机底肥，不施用任何肥料与
农药，只靠调节湿度、温度控制韭
菜生长，因而绿色无公害，备受消
费者青睐。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
的提高，室内绿化盆景越来越畅
销。看到其中商机的西安庄村黄
韭种植户们与时俱进，在黄韭供
给侧改革上作起了文章：他们在
传承、提升传统黄韭种植方法的
同时，注重融入创意，开发出盆景
黄韭，将黄韭由单一的食用功能，
衍生出观赏、美化环境等多种功
能，使传承千年的深州黄韭迎来
了质的飞越。

马金岭是西安庄村“祥明家庭农场”的创始人，也
是开发盆景黄韭的先行者。几天前，来自石家庄的客
户一下子预订了100多盆盆景黄韭，“客户通过我们的
销售网站购买，每盆50块钱，一笔订单就收入5000多
元”。马金岭说。

“过去黄韭销到北京、天津、石家庄，虽然大家都说
好，可是消费者并不知道这些黄韭是谁生产的，怎么生
产的，说白了，就是没有品牌和特色。”48 岁的马金岭
已经种植黄韭 30 多年，20 多亩黄韭虽然不愁卖，但价
格一直不温不火。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室内鲜花
盆景特别畅销，便冒出了培育黄韭盆景的念头。

“我们选用优质黄韭实行无土栽培，城里人买回
去，平时只要每隔一天喷施少量清水就行，很容易养
活。”马金岭指着一盆盆黄韭盆景说，“这些黄韭盆景，
造型美观，放在阳台上，既可以用来观赏，又可以食用，
一年能割4茬，每次都是新鲜的”。

用花盆种黄韭，这听着就“悬乎”的事却给马金岭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益，原本 6 块钱一斤的黄韭不仅
身价倍增，还成了当地的抢手货。马金岭还建起了自
己的黄韭销售网站，网站每天点击量达到上百人次。
在马金岭的带动下，西安庄村越来越多的“新农人”都
开始栽培黄韭盆景，并注册微信、微博账号，建起了自
己的网上微店。

如今，西安庄村的盆景黄韭不仅成了网络热搜词，
也成了当地富民脱贫、改善民生的“金钥匙”。集诸多
功能于一身的盆景黄韭，每盆卖到了 50 多元，种植户
们每亩黄韭的收入也由原来的 6000 多元，增长到现
在的10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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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月月1616日日，，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村春耕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村春耕
仪式现场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普布扎西摄摄

◁ 3 月 17
日 ，河 北 省 枣
强县陈杨庄村
麦 田 里 ，农 民
驾驶农机喷洒
除草剂。

新华社记
者 李晓果摄

▽ 3 月 5 日，江苏淮安市盱眙县
农民在小麦地里播撒肥料。

周海军摄

盆景黄韭受青睐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郝小行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记者从广
西财政厅获悉，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多方筹措资金，
盘活资金存量，用好资金增量，加快资金下达，助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累计下达财
政支农资金128.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89亿元，
增长15.2%。这笔资金将重点用于支持精准脱贫，农、
林、水利建设等。

脱贫攻坚仍是今年自治区财政的核心任务之一。
据统计，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累计下达财政支农资金
128.25 亿元，全力推进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农业生产是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的大头。今年，自
治区财政厅围绕农业生产调结构工作，筹措安排
47.46 亿元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
力保护，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扶持农林业优势特色产
业，支持自治区“双高”基地建设。在林业方面，自治区
财政筹措安排林业发展改革资金 24.51 亿元，主要用
于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支持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和防护林建设，开展自然保护区（湿地）与动植物保护，
推动林业生产发展，进一步改善全区生态环境。同时，
安排水利改革发展资金 12.15 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基
层水利服务体系能力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此外，自治区财
政还安排农业改革资金9.25亿元，其中安排5.33亿元
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筹措落实
3.92 亿元支持国有林场改革，以及分类化解国有林场
债务和形成以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

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以脱贫攻坚为核心，凝聚
共识谋发展，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全力支持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全区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
出新贡献。

广西投入128亿元助力农业改革

▷▷ 22 月月 77 日日，，
农技专家在江西农技专家在江西
南丰县桑田镇新南丰县桑田镇新
田无公害蔬菜种田无公害蔬菜种
植基地查看水培植基地查看水培
蔬菜根系发育情蔬菜根系发育情
况况。。

黎兴旺黎兴旺摄摄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到一年春耕
时。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
背景下，今年的春耕，呈现出许多不一样
的特点。广大农民不再按老规矩种植熟
悉的品种，不再通过施化肥、洒农药，追求
单纯产量的增长，不再单打独斗自家种自
家的地，而是采用更加科学的绿色生产方
式，种植市场更加需要的品种，更加注重
保护和提高土壤肥力，并利用互联网、农
村电商等现代科技和服务手段，实行规模
化生产和经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
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促进从
过去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转
变为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的生产，从过去

满足量的需求转变到满足质的需要。今
年刚刚开始的春耕，这些转变显现出新的
气象。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体是农民。但是，这场改革不同于
以往，不是单纯地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
么的问题，而是贯穿整个农业发展过程，
涵盖范围广、触及层次深的全方位改革。
改革的完成仅仅依赖农民自身是不够的，
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市场等各方面的
调控、服务与支持。

首先，在帮助广大农民转变种植意识
和习惯上，还需加大引导力度。要农民放
弃过去种植了许多年、很熟悉的品种转而
种植不熟悉的新品种，除了采取必要的市

场调控手段，还需要让农民看到种植结构
调整后经济收入的提高，让农民渐渐习惯
于将种植结构与市场需求挂钩，形成“提
质增效”的认识。

其次，要加大技术支持力度，强化农
业科技推广。不仅单纯提供农作物种植
技术上的支持，还要同时推广绿色农业生
产方式，包括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实施农
业节水工程、修复治理生态环境等，以促
进节本增效，切实增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

再次，要积极组织和支持规模化生产
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
发展，以提高标准化生产的比例；积极采

取现代科技手段，促进传统农资流通服务
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转型。

此外，还要加快农村金融创新，积极
推出支农、惠农服务新品种，提升支农效
能，盘活农村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现代食
品深加工、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等，切实促进农民增收。

在各地春耕现场，我们最常看到的，
不是农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就是农民轻点鼠标，
在“指尖上”的农业操作。

今年春耕气象新，这些变化令人欣
喜。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
入，我国的农村、农业乃至广大农民，定会
呈现出越来越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变化。

一位黄韭种植户展示刚刚制作完成的盆景黄
韭。 高占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