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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南安乡新生村，新荣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育秧大棚里，育秧流水线不停运
转。合作社理事长傅仁钦说：“我们
投入600万元建成育秧流水线和育
秧大棚，并在原有 26 台手扶式插秧
机的基础上，新增11台高速插秧机，
育秧棚面积达3900多平方米。农民
将育秧、机耕、插秧全部委托给我们，
我们提供从育秧到插秧的一条龙农
机社会化服务，农民种田更轻松。”

“今年渝水区机耕率达到98%以
上。”正在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的渝水
区农技站站长张满根说，进入3月份
以来，当地抢抓有利天气条件，全面
启动春耕工作。随着全区工厂化育秧
水平逐步提高，工厂化育秧企业和合
作社逐年增加。今年，光南安乡、姚圩
镇两乡镇就新增4家大型育秧工厂。

不仅南方水稻育秧加速机械化，
北方麦田灌溉也有了利器。“有了这
种自动喷灌机，我这6000亩小麦的
灌溉问题就不用愁了！”河北省永清
县刘街乡李家口村的种粮大户叶广
宽说：“通过县里水肥一体化项目的
支持，我购置了 36 台转盘式自动喷
灌机，这种自动喷灌机节水、节肥、高
效，每年能节约十几万元的成本。”

“小麦灌溉用水量大，永清县又
属水资源极度匮乏地区。大力发展
节水高效农业，滴灌喷灌设备必不可
少。”永清县水务局农水股股长陈建
新说，去年以来，全县水利投入资金
5193 万元，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地下水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共6.59
万亩，通过采取管灌、喷灌、滴灌等方
式大幅提高了农业灌溉用水效益。

“预计春耕期间，全国投入各类
农机具2200万台（套）以上，目前已
检修完成，正陆续投入春耕生产。”农
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司长张兴旺说，我
国农业生产已由主要依靠人力畜力
转为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
化为主导的新阶段。目前，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小
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水稻、
玉米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

农机化发展的背后是农机装备
的支持。据统计，2018年，全国大中
型拖拉机、联合收获机保有量增幅超
过4%，插秧机、谷物烘干机保有量增

长都在9%左右，自动驾驶拖拉机、植
保无人飞机等智能农机装备受到市
场青睐，农机装备能力持续提升。

农机不仅应用越来越广，智慧化
程度也越来越高。工业和信息化部
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说，工信部
推进“互联网+农机作业”，加快智能

农机的发展。物联网、大数据、智能
控制等信息技术在农机装备和农机
作业上得到应用。“我们在江苏兴化
已经启动了首轮无人农业作业试验，
实现了水稻从耕作、整地、插秧、喷
药、施肥到收获的全过程无人化，还
要继续推进不同地区、不同粮食作物

的无人作业，推进无人农机和农场的
产业生态建设。”

“全省基于北斗卫星的农机信息
化作业智能调度和农机自动驾驶精
细耕种两大系统，以及面向用户的应
用软件终端已上网运行。”湖北省农
机局局长刘长华说，湖北省在42个县
安装了基于北斗的深松作业监测终
端，实现对所有深松作业质量、面积
监控的全覆盖；在36个县安装农机自
动驾驶系统，完成精准作业 10 多万
亩；在16个县安装监测终端，对150
万余亩秸秆还田离田面积进行监测。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今年
要加快推进机械化由耕、种、收环节
向植保、烘干、秸秆处理全过程发展，
由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扩展。中央
财政拟安排180亿元补贴资金，突出
绿色导向、需求导向，对保护性耕作、
残膜回收、秸秆处理等机械装备，以
及丘陵山区、特色产业急需的农机新
产品实现应补尽补。同时，在品种审
定、耕作制度变革等方面把适应机械
化要求作为基本目标，促进良种、良
法、良地、良机配套。今年将支持农
机深松整地1.4亿亩，争取全程机械
化示范县达到400个，小麦、玉米、水
稻3大主粮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农机助春耕 种田更轻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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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粮大市湖南浏阳，龙伏镇
的种粮大户刘国斌正在研究今年怎
么将生态种植这一经营模式运营得
更好。在他流转承包的1000多亩
田地里，自从把普通稻种换成适销
对路的高档优质稻种，并进行田间
套养虾苗，普通的农田长出了优质
稻、放心虾，一亩田有了两亩地的产
出，收入非常可观。

生态种植，这是刘国斌以前从
未想过的事。“过去农民更多追求产
量，种普通稻居多，产量虽高，价格
一般，收入增长困难。现在不一样
了，无论城里乡下，人们在吃得饱了
之后更要求吃得好了，所以我们农
民种粮的观念也得跟着市场的需求
变。”刘国斌说。

卸下单纯保产量的包袱，刘国
斌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追求效
益转型，自觉优化粮食结构，引入亩
产相对低但更受市场欢迎的高档优
质稻，生产经营模式也由原来的“种
田+卖粮”模式转变成现在的“水
稻+生态”发展。“我刚刚购买了市
场畅销的优质稻种，接下来就是浸
种催芽、选购优质虾苗。春耕开好
头，又是丰收年。”刘国斌说。

浏阳市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2018年浏阳建设高档优质稻
良种繁育基地800多亩、新品种区
域示范试验基地 280 亩、高标准化
生产基地示范片 3 万余亩，全市优
质优价收购优质稻 5 万吨，安排奖

励资金 260 万元，有效地提高了农
民和种粮合作社种植优质稻的积极
性。今年，浏阳优质稻基地种植面
积扩大到 22 万亩，预计将收购 6.5
万吨稻谷。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入推进，粮农种地不再盲目追
求产量，追求品质已逐渐成为湖南
粮农的共识。”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亦贤说，
2018 年国家粮食收购新政释放出
注重质量的强烈信号，带动湖南各
地区狠抓优质稻生产和品牌建设，
催生了常德香米、南洲稻虾米、兰溪
大米等一批区域粮食优势品牌的诞
生。2018 年，益阳市南县“南洲稻
虾米”首次亮相亚洲（香港）农产品
展，就签约销售240吨，每公斤售价
达到24元，“优粮优价”效应明显。

张亦贤表示，2019年湖南将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
稻谷收储制度改革和实施“优质粮
油工程”“新增粮油千亿产值行动计
划”双向发力，加快构建现代化粮油
产业体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
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引导农民对接
市场需求发展生产，促进优质粮油
生产，合理确定“粮经饲”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效益。“发挥‘金
健米业’‘克明面业’等全国知名品
牌优势，打造米业、面业、油脂等产
业联盟，推进产业向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张亦贤说。

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 农 兴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
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
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风险困难明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
仍存。如果粮食减产、价格上涨，将
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大局。越是
在这种时候，越要稳定农业生产，努
力保供给、稳价格，发挥好压舱石作
用，守好“三农”这个战略后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生产
站稳了一个新台阶，但是粮食生产出
现滑坡的风险仍存在，今年尤其要防
止出现自然灾害、价格下跌、政策缩

水“三碰头”。确保近14亿人吃饭不
出问题，要把稳住粮食生产作为今年
农业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着力稳面
积、稳政策、稳产量，确保粮食产量稳
定在2018年水平上。

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当前形
势并不乐观，春耕备耕还面临不少困
难。从生产基础看，冬小麦种植面积
已连续两年下降，今年又减少了400
万亩。从市场走势看，多数大宗农产
品价格下跌，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
却在上涨，种粮比较效益走低。从气
象条件看，今年气象年景总体偏差，
极端天气发生几率增大，局部地区可
能出现“倒春寒”、冬春连旱……

正视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今年
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首先，

中央高度重视，政策环境更加有利。
国家继续实施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
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
策，强化农业信贷、保险等支持，让种
粮农民吃上了“定心丸”。同时，科技
支撑作用明显增强。我国建成高标
准农田6.4亿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7%，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58.3%，粮食生产的设
施装备和技术支撑更加有力。

今年各地春耕备耕部署早、措
施实，在农资供应、机具检修、农民
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地坚
持质量兴农，大力发展紧缺和绿色
优质农产品，农业结构更加优化。
品种结构上，3 大主粮面积基本稳
定，大豆、油料、蔬菜等作物面积增

加；区域结构上，“镰刀弯”地区继续
巩固玉米结构调整成果，生态脆弱
地区积极调减高耗水作物；品质结
构上，专用小麦、优质稻谷、高蛋白
大豆等面积增加。

今年的春耕生产要把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做细做深。要贯彻“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积极创新
农业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加强农业防灾减灾，保障农业生产稳
定发展。要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全
年粮食生产实现“开门红”。

陕西：“土壤医生”让土地“活”起来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唐生辉

3 月 20 日，在陕西省杨凌示范
区的杨凌无花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
精心为无花果树施有机肥。

“我们施肥有严格的标准。因为
我们在‘土壤医生’的指导下，知道土
壤缺什么，不缺什么，这样就能精准
施肥，确保结出的无花果绿色安全，
品质好。”基地负责人方瑜告诉记者。

方瑜所说的“土壤医生”，是专注
于土壤改良、土壤修复的杨凌锦华生
态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

“以前，人们种地靠感觉。现在
不一样了，‘绿色、有机、安全’的农产
品，必须从源头做起。”方瑜说，“土壤
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农产品质量。”

“2018 年，我们与锦华公司合
作，通过他们提供的‘处方’，及时调
整肥料用量，这样既节省成本，也为
生产高品质的无花果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由于化肥、农药、农膜等
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不同程度
引发了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了土壤板
结与污染，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和肥力
退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姜
义亮创立了杨凌锦华生态技术有限
公司，专门从事土壤改良与修复技术
研发与推广。

春耕期间，位于陕西省铜川市
宜君县的陕西亿丰源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正在忙着播种中药材丹

参。“多亏了杨凌锦华生态技术有限
公司为我们做土壤检测，通过检测
报告提供的意见，仅肥料一项，就为
我们节省了七八千元。”该公司总经
理李浪说。

“现在正是春耕的关键时节，农
民忙，我们也很忙。”姜义亮说，很多
种植户都在春耕期间找到他们，希望
让撂荒的土地重新“活”起来，或者生
产绿色农产品。“通过科学的手段、个
性化的改良措施，这完全可以实现。”

据了解，经过姜义亮团队的土壤
改良指导之后，甘肃榆中县北部种植
的百合经济效益比上一年提高了
38%；通过应用“新构土体技术”，有

效提升了陕西榆林毛乌素沙地的土
壤有机质含量，改善了土壤保水保肥
性，使 10 万亩风沙土得以利用。在
改良后的土壤上种植马铃薯，亩产最
高可达8000公斤。

“土壤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有机
体。我们所做的土壤改良以及修复
项目，就是想把学校里的科研成果迅
速成功转化。”姜义亮说，“随着以‘新
构土体技术’‘动态监测测土配方技
术’‘微生物菌肥调节技术’为主的土
壤改良核心技术和以‘固化/稳化技
术’‘生物修复技术’为主的土壤修复
核心技术的成功运用，越来越多的客
户慕名来寻求合作。”

湖南

种粮从重产量转向重质量
本报记者 刘 麟

山东兰陵县

种田有了新帮手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李桂东 徐 侠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
春耕。”3月18日上午，在山东省兰
陵县南桥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几
架无人机在“机长”董良国的操控下
在田地里来回巡弋喷洒农药。旁边
田埂上，农户董以启仰着头一直关
注着这个“新鲜物”，嘴里不停咕哝
着：“现在的人真‘能’哩，飞机都能
帮俺干活了！”

据兰陵县民发种植农机化服务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良国介绍，这
种飞机机身总长 2.2 米，飞机的飞
行高度一般在 2 米到 3 米之间，速
度为每秒5米，日常作业载重20公
斤左右。

“无人机喷洒农药特点是安全
高效、节药节水，农药使用量减少
10%，利用率达到40%左右，作业过
程中不重喷、不漏喷，喷洒均匀，螺
旋桨产生的气流有助于增加对作物
的穿透性，防治效果更好。”兰陵县
高级农艺师刘纪高说。

“我们合作社目前有10台无人
机，除了自己使用，平时也为当地以
及周边市县有需求的农户服务。”董
良国说，“近期他们一直忙着为周边
农户的麦地打药。有导航系统，无
人机晚上也能作业，订单很多，有点
忙不过来了。”

“我种植小麦260多亩，以前都
是背着药箱喷洒农药，想尽快干完
就得雇人。一般喷一遍要雇佣 20
人，一整天才能干完，一次花费
2000多元钱。现在有了无人机，6个
小时就能干完，花费在1500元钱左

右，不仅快还省钱。最大的好处是不
伤害小麦，人工喷洒在地里来回走
会踩坏很多麦苗！”村民董以启说。

记者了解到，在原来的手工作
业方式下，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喷
洒15亩地，使用无人机之后，喷洒1
小时就能完成60亩地，作业效率是
人工喷洒的50倍左右。

不仅高科技装备在兰陵得到运
用，一些大数据软件也成为农作物
生产过程中的好帮手。兰陵县鸿强
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在蔬菜种植中
应用物联网技术，每个大棚门口都
设置有电子屏，棚内湿度、温度等各
项数据清晰显示，工作人员根据这
些实时信息进行相关作业。“我们还
与上海西郊国际蔬菜产业集团联合
建立‘云追溯系统’。消费者买我们
的蔬菜，都可以通过蔬菜上的二维
码查询到蔬菜的生产过程，什么时
候种的、施的什么肥、用的什么药，
何时开花、结果，这些信息都能查询
到。”兰陵县鸿强蔬菜产销专业合作
社夏瑛瑛说。

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主任科员高洪峰说，当前兰陵县10
多个大型农业合作社都配备了4台
至 10 台无人机，大型指针式喷灌
机、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农业技术
得到普遍应用，农业种植中的科技
含量越来越高，过去大量农民在田
地间劳作的场景已逐渐消失。有了
高科技的帮助，农业生产不仅劳动
强度降低，产量及农产品质量也得
到相应提升。

在山东省兰陵县南桥镇的麦田里，无人机在喷洒农药。
李桂东摄（中经视觉）

河北保定市望都县彤霞村，农业专业合作社植保人员驾驶大型机械对小麦实施“一喷三防”作业。
陈卫红摄（中经视觉）

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一家农机销售店，几位农民忙着购买、调试微耕机。
樊绍光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