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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海口市琼山区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保农业生产、保农产品畅销、保农民增收——

“一抗三保”忙生产
本报记者 潘世鹏 通讯员 林先锋 陈磊鑫

2月中旬以来，江苏新沂市双塘镇孟庄村桃农刘春梅的高效温
室大棚内，20亩桃树迎来了盛开期。看着满树粉嫩鲜艳的桃花，刘
春梅却一筹莫展。

“棚内没有风和昆虫，只能依靠人工养殖的蜜蜂进行授粉，但购
买的蜜蜂因为疫情防控需要，迟迟运送不到，这个时期又雇不到工
人。”刘春梅说，桃树花期也就10天左右，耽误一天，产量就会受到影
响，一年多的努力要是打了水漂可咋办。

得知刘春梅的情况后，孟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红雁安排好疫情防
控工作后，立即带着4名党员赶到刘春梅的大棚内，义务当起了授粉
的“小蜜蜂”。虽然是地道的庄稼汉，可为桃花授粉戴红雁还是第一
次。没有专业工具，鸡毛掸、毛笔就成了他们的工具。

刘春梅的20亩桃树地大约有2600棵桃树，为了保证授粉效果，
4名党员需要做到对每棵桃树的每朵花都用工具轻轻触碰过，对于
已经为防控疫情连续值班值守20多天的他们来说是不小的工作
量。经过2天的努力，他们终于圆满完成了授粉任务。

“桃花授粉很好，估计今年不会影响到产量。完全挂果的话，这
一个棚销售20万元是有把握的。”刘春梅说。

一边进行疫情防控，一边帮助农民进行春耕生产，新沂254个村
都成立了由5到10名党员组成的“党员服务队”，随叫随到，助力村
民做好春耕备耕。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现在我们不能上街购买农用物资，但可以
向村组干部提出购买需求，由村级服务站统一采购配送到家。”新沂
市新店镇村民张龙告诉记者。

为了减少村民流动，新沂市各村党员服务队引导农民和各类经
营主体错时段错地块开展春耕备耕，以村为单位统一配送农资，做到
科学防控疫情又不误春耕农时。

在新沂市农资电商产业园，几十辆获准通行的农资配送车辆陆
续从电商园出发，将肥料、种子等农资产品送到各村服务站，再由各
村自发组建的“党员配送队”负责将农资送到农户手中。

“疫情防控不能怠慢，农事也不等人。”为了保障蔬菜供应，新沂
市瓦窑镇永晖蔬菜基地提前复工，镇村两级党员服务队靠前服务，宣
讲疫情防控知识，指导复工村民做好防护工作。

在蔬菜大棚里，鲜红的西红柿挂满枝头，工人们戴着口罩，隔行
采摘。永晖蔬菜基地负责人宋振亮说，基地是上海蔬菜外延基地，建
有36个温室大棚，年产各类蔬菜300多吨。“因为疫情影响，基地人
手紧张，村党员服务队还承担起了蔬菜采收、整理、调运的任务，一天
采摘量达到几百斤。”

眼下，新沂市广大基层党组织已经自发成立了1500多支党员服
务队，一批懂技术、有经验的党员下沉一线，义务为群众提供服务。
在新沂各地的田间地头，党员服务队成了春耕生产的一抹亮色。

江苏新沂市：

“党员服务队”到田间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满东广

保生产，
春耕抢种农户忙

2月18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三十六曲溪，绿油油的稻田里一片农耕繁
忙景象，这边，几个村民戴着口罩、提着
袋子往田里撒肥料，那边，几个村民光着
脚、抡起锄头为稻田开渠引水。

“春耕工作及时开展，群众的生活
就多一分保障，就能为战‘疫’多储
蓄一分力量。”云龙镇委副书记、镇长
王绥臻说。

在红旗镇墨桥村北林洋，占地5500
亩的“琼山福稻”一期基地通过“水水
旱”模式开展高标准水稻轮耕种植。基
地与琼山区红旗镇墨桥村委会签订了生
态优质水稻种植订单，并免费发放价值
36.4万元的1.4万斤稻种，带动180户墨
桥村村民参与种植，年综合亩产值可达
5600元以上，较传统种植方式增收4000
元/亩，预计可为墨桥地区增收 2200
万元。

为了不误农时，做到防疫生产“两手
硬”，琼山区全力做好春耕备耕工作。计
划种植早稻7.1万多亩，现已种植5.9万
多亩，备种 1.16 万多亩，目标达成率
83.7%，水稻种植工作有序推进。

据了解，为保障春耕工作顺利开展，
琼山区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有效提高
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在种植上，以每亩
500元的补贴标准，鼓励农户积极种植；
在用工上，以每户300元的物化补贴，鼓
励农户复产复工；在采购上，以公里数和
吨数为衡量标准，给予采购商一次性资金
奖励。同时，通过各种举措，保障农资的

正常经营。截至目前，正常营业的农药
店、化肥店各68家，种子店15家。

疫情防控期间，市民对叶菜的需求激
增，为了保障市场上新鲜蔬菜的供应，琼
山区在上一轮蔬菜采收上市后就进行了抢
种工作。

2月15日，在琼山区凤翔街道石塔
村的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里，复产的农户们
正戴着口罩、拿着锄头在菜田里翻地、松
土，准备在这片采摘完毕的菜地上种上新
一批菜苗。

“目前，琼山区18个常年蔬菜基地已
经抓紧抢种了2200亩蔬菜，涉及品种有菜
心、小白菜、空心菜等，确保基地种植率达
80%以上，自给率达90%以上，确保蔬菜
供应充足。”琼山区政府副区长冯柳说。

值得一提的是，琼山区37家规模生
猪养殖场已全部复产复工。此外，当地还
引进了牧原、新希望以及海南农垦畜牧等
龙头企业，投资7.7亿元，建设了4家规
模养殖场，计划2月28日开工建设，年
出栏量可达50万头，将有力保障生猪市
场供应稳定。

保畅销，
千里援助瓜果香

“琼山是农业大区，农产品资源丰
富，农业品牌众多，云龙淮山、火山荔
枝、大坡胡椒、甲子牛大力都是国家地
理标识产品。”琼山区委书记陈昊旻
说，“在疫情面前，琼山区主动对接服
务，积极帮助企业和农户牵线搭桥，解

决市场需求和销售渠道方面遇到的困
难，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保障，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

为助力武汉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精心挑选了150
吨优质冬季瓜菜，千里驰援湖北武汉
等地。

近日，这批检测合格率100%的优质
瓜菜已顺利打包、装车，搬上了长途运输
货车。

“大爱无疆，捐助瓜菜的消息一经发
出，就得到辖区爱心企业的积极响应，免
费捐助了90吨瓜菜。”红旗镇委书记吴敏
说，下一步还将发送3车共100吨优质冬
季瓜菜到武汉市，帮助武汉市民渡过
难关。

在疫情面前，琼山区与全国人民同舟
共济，积极对接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为武
汉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通过市菜篮子
集团的运输渠道，琼山区已经分两批次运
输瓜果菜支援湖北地区，涉及品种有泡
椒、线椒、菠萝、叶菜等，累计277吨，
占武汉全市供应量的42.1%。现在，这些
瓜菜已全部运抵武汉。

保增收，
量产价优收入丰

2月16日，甲子镇民兴村卢招壮的
菠萝种植地十分繁忙，3辆张贴着“菜篮
子集团助力扶贫攻坚”宣传条的货车正等
待装货。村民卢招壮和工人们戴着口罩，
把菠萝打包、过秤搬上货车，忙得不亦

乐乎。
卢招壮曾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通

过政府帮扶和自己的努力，种植了11亩
“巴厘菠萝”，预计产量5.2万斤。前期联
系收购商预售了1万斤，但突如其来的疫
情，导致菠萝价格低迷。

“往年菠萝价格好，就用积累下来的
资金种植了11亩‘巴厘菠萝’，想着今年
卖个好价钱，没想到会这样。”卢招壮
说，他为5.2万斤菠萝卖不出去而发愁，
并向当地干部反映了情况，没想到当地干
部很快就为他找来了收购商。

“在了解卢招壮的情况后，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区有关部门协调多方资
源，对接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帮助农户打
开销路。集团经过考察，以每斤0.9元的
价格与卢招壮签订了 3 万斤菠萝的订
单，将分批次收购。”琼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和娇说。

受疫情影响，三门坡镇友爱村委会山
栏村青瓜销路不畅，琼山区副区长梁明迅
速协调各方力量，发动海垦商贸物流集团
现场帮助农户收购了3万多斤青瓜。

日前，在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的搭桥
牵线下，金绿福果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积极
对接浙江、四川等外省收购商，代收三门
坡辖区54吨冬季瓜菜销往省外，解决了
农户的销售难题。

据了解，为了促进销售，助力农民增
收，琼山区还通过积极与阿里巴巴、北京
新发地、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等
10多家企业联系，同时对接各大超市，
累计帮助菜农销售辣椒、青瓜等冬季瓜菜
约7.56万吨。

海口市
琼山区农民
在蔬菜基地
采摘辣椒。

龙 泉摄
（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我是去年种的密植梨，今年能刻芽吗？啥时候刻比较好？”2月
16日，河北魏县北台头乡南台头村果农昝成广拿出手机，在“魏县密
植梨管理技术交流群”中发出了问题咨询。

不到10分钟，县上的果树技术专家郭延凯就回复说：“密植梨高
度不够1米的重新定干，高度超过1米的进行刻芽。注意把握刻芽
时机，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柳树芽发绿时，是密植梨刻芽的最佳时
期。”

魏县是果品生产大县，有“中国鸭梨之乡”的美誉。入春以来，正
是果树春管时节，魏县林果服务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利用微信群、服务热线等多种方式有序指导果农开展果
树春管工作。

魏县林果服务中心主任刘卫国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减少人
员聚集，不耽误果树管理，技术人员改变原有集中培训方式，把当前
果树管理要点和管理措施整理出来以后，发到“魏县果树技术协助员
工作群”“魏县密植梨管理技术交流群”等多个微信群里，让技术协助
员再转发朋友圈，帮助果农学习果树种植技术。同时，还开通技术服
务热线，接听果农技术咨询，解决群众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目前，魏县林果服务中心已经利用微信工作群解答果农技术问
题510多个，接听热线电话200余次，解答果农技术问题咨询260多
个。郭延凯说：“在林果服务中心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全县广大果农
和密植梨种植大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采购农资，修剪、
施肥、浇水、清园等果树管理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河北魏县：

“空中”春管不停歇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张 佩

江苏新沂市双塘镇孟庄村党员服务队在温室大棚内为桃花授
粉。 沈丹青摄（中经视觉）

“你好，唐专家，目前小麦地里草相比
较复杂，我现在拿不准这个情况，拍视频给
您看一看，您指导看看用啥药，好吗？”“用

‘氯氟吡乙酸’，1亩地用50毫升，‘双氟磺
草胺’，1亩地用20毫升，然后兑水30公
斤。草情比较严重的话多兑点水，走慢点
儿。”

这位利用微信视频请教专家的青年农
民名叫张宝银，是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古
驿镇鄂襄豪森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2月18日，他按照农技专家的指导，
带领技术人员驾驶两台自走式喷雾机，开
始给托管对象秦子宾的6000多亩小麦进
行化学除草。

张宝银告诉记者：“襄州区合作社建
立了微信平台群，在当前疫情严重的情
况下，足不出户，通过视频、远程监
控，专家就能进行指导，替我们解决了
很多实际问题。”

当前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坚期，
也是春耕春管的关键期。湖北襄阳市襄州
区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利用网络平台
上开设的春耕春管“微课堂”，通过“托
管服务”等方式，引导合作社和农民有序
下田、分时下地、分散干活，做到疫情防
控和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为张宝银他们提供指导的专家名叫

唐水林，这段时间，出于疫情防控需要
不能到田间地头，但他却没有闲着。

“春季是农事管理的重要季节，我们现

在通过微信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唐水林说。

“农业生产、病虫草害，我们拿不

准、诊断不出来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
视频，发给有关专家，专家就会具体指
导我们怎样对症下药、怎样防控病虫
害。这很关键，对下一步的春耕生产做
好了提前预防。”张宝银告诉记者，合作
社托管了2.5万多亩土地，90%种植的都
是小麦。目前，已经完成90%作业面积
的化学除草。

在襄州古驿镇高王庄村，襄阳市金
色麦浪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司
宗杰告诉记者，今年他打算种植 1000
亩春花生和春高粱。现在正在犁地为春
播花生做准备，一手抓防控，一手抓春
耕生产。“除了这1000亩春花生和春高
粱，我们合作社还托管了2800多亩优质
小麦，在农技人员的微信指导下，正忙
着防治小麦纹枯病、条锈病和麦蜘蛛、
蚜虫等病虫害。一天作业面积 1500
亩，只需3天时间，就可以一次性把合
作社托管土地的小麦病虫害防治做到
位。”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襄阳市襄州
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65万亩。开春以
来，当地40多家市级以上大型植保、农
机等专业合作社有序错峰投入春管春耕生
产，托管服务面积超过100万亩，确保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证春耕备耕。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通过“托管服务”等方式抓春耕备耕——

春耕春管有了“微课堂”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沈 君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鄂襄豪森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按照农技专家的
指导，对6000多亩小麦进行除草。 任 伟摄（中经视觉）

江苏新沂市254个村成立了“党员服务队”，引导农民和各

类经营主体错时段错地块开展春耕备耕，以村为单位统一配送

农资，做到科学防控疫情又不误春耕农时。

为减少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将疫情

防控工作与春耕生产同部署、同

安排，指导农户进行春耕抢种，对

接企业实行省外市场直供直销，

创新供销需求等方式，确保农业

持续生产，农产品持续畅销和农

民持续增收，用实际行动全力落

实“一抗三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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