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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3 月 21 日电(记者范帆、熊家林)
今年春耕，江西省吉水县枫江镇 58 岁的种粮大户
唐女仔终于不用再犯“选种焦虑症”了。

“往年到了选种的时候心里就犯嘀咕，总是
到处向别人打听哪个品种卖得好，哪个品种价
钱高。”今年已经是老唐种水稻的第十个年头
了，他告诉记者，过去种粮大户获取市场信息的
渠道相对闭塞，很难把握市场行情，到底种啥品
种，他自己心里也没谱，总是担心出现卖粮难的
情况。

治好老唐“选种焦虑症”的药方来源于一张订
单。前段时间，他和江西金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签

约了一张 400 亩的种植订单，由公司负责提供
种子，并且在种植过程中以统一的标准施肥、打
药、收割等，收获的时候再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回售给公司，“有了这张订单，我们大户种田就
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老唐高兴地说。

2015 年，金田集团开始在吉水县推广订单
农业，鼓励当地农户调整结构，种植受到市场青
睐的优质稻品种。公司种植部负责人冯小庆告
诉记者，他们经常到广州、深圳等主要销区考察
市场，并且通过长期经营建立起成熟的销售渠
道和网络，目前公司正在推广的优质稻品种已
经在销区打开市场，有着稳定的客户群体。公司

一方面和销区的客户签供销订单，另一方面和
本地的种粮大户签种植订单，有效地将农户和
市场进行链接。

不仅与种粮大户合作，公司还和吉水县 4
个乡镇的 60 多个村委会签下订单，开展整村范
围内的承包合作，将村里分散的小农户集中起
来规模化经营，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小农户，
提升他们生产的集约化、标准化、绿色化水平，
降低各个种植环节的成本。

“随着粮食生产正在向市场化转型，过去以
规模换取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农户们的
思维也在转变，以前签订单要逐家逐户上门谈

合作，今年公司的 1 万亩早稻订单不到 3 天就被
全部认领。”冯小庆说，随着农户和企业合作的意
愿越来越强，公司的订单面积也从 2015 年的几
千亩发展到如今的 20 万亩，目前公司拥有优质
稻订单农户 5120 户，带动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
以上。

吉水县富明才合作社负责人李明才告诉记
者，去年合作社和金田集团签约了 6000 亩的水
稻订单，今年准备追加流转近 4000 亩土地继续
扩大订单面积，“公司提供一条龙的社会化服务，
我们大户只管晒田、放水，收获的粮食还不愁卖，
这样种田可真是省心啊！”李明才说。

一张订单治好粮农“选种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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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稻、育秧工厂、无人机飞
防……春耕伊始，记者来到闽北粮
食主产区南平市建阳区走访，看到
一项项农业新技术在山乡农区推广
开来，为山乡种粮带来了新变化。

天刚蒙蒙亮，记者来到建阳区
童游街道彭墩村新建的育秧工厂，
看到 20 多名老乡正在一架流水线
播种机上忙得热火朝天。摆盘、铺灰
(营养基)、播种、再铺灰……大伙儿
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怎么又种上早稻啦？”记者好
奇地问。闽北山区温度低，种早稻风
险大，近年，许多山区农民都把双季
稻改为单季稻，播种季节也推到了
5 月份。

“这不是早稻，是再生稻。”兴农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贵富对记
者说，“第一茬割了，留 20 厘米左
右，照看好了，自己又能长一茬。没
增加什么成本，但产量能增加四五
百斤。”

村民陈良福放下一叠新备好的
秧盘，接上话茬：“去年遇到低温灾害，
有的可没有四五百斤，就两三百斤。”

“今年有了这宝贝就都不怕
了。”林贵富带着记者走进了暗化
室，这是去年政府补贴购置的工厂
化育秧设备。“墙上这 4 个大‘风扇’，
把外头烧好的蒸汽带进来，温度最
高有 32℃呢。秧盘放这儿，不管外头怎么刮风下
雨，只要 2 天，就齐刷刷窜苗。”

走出暗化室，流水线播种机旁传来阵阵笑
声。林贵富向记者解释：“这机器看起来大，实际
上 5 个人操作就够了，剩下十几个人今天都是
来参观学习的。”

“看到新事物都来劲。”陈良福
说，“现在种田，最贵的是人工。用这
些机器育秧、插秧，一亩田至少能省
1 个工。”

山区耕地面积小、平整度差，机
械利用率落后于平原地区。但随着
科技不断进步，建阳区水稻种植综
合机械率去年已达到 77 . 5% 。从种
到收，需要农民“动手”的环节越来
越少。

“前几年，无人机还只能在平原
上飞，山区高低不平的耕地就飞不
了。现在无人机可以自动爬坡了，自
动绕电线杆、绕棚屋，也‘飞’到我们
山区了。”记者在距彭墩村不远的回
瑶村采访时，种粮大户曾雄香高兴
地说，“无人机省工又省药，墙角那
些背包式喷雾机，再过两年，都得
‘下岗’了。”

在彭墩村一片近百亩的田边，
10 多根黄色“灯柱”格外醒目。“这
些是物理杀虫灯，用太阳能的，一点
药也不用。”林贵富拍了拍灯柱下的
玻璃盒说，“半个月能收集一编织袋
的虫，喂鱼喂鸡可好了，蛋白质高得
很。”

一组数字反映出建阳区这个国
家级产粮大县(区)的喜人变化：近五
年来新建育秧工厂 16 个，机收再生
稻面积破万亩，机插率几乎翻了一

番，无人机防控面积超过了 5 万亩，绿色防控覆
盖率接近 3 成……

采访结束返程时已是傍晚，闽北山乡气温
逐渐下降，但老乡们畅谈春耕“新鲜事”的热闹
场景依然让记者心头涌起阵阵暖意。

(记者林超)新华社福州 3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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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陈健)农业大省四川
今年将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完成 4620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的划定，新增高标准农田 380 万亩，确保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 9000 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
700 亿斤左右。

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 18 日审议通过《四

川省 2019 年度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工作
方案》，要求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为推动“质量兴粮”，四
川将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增加优质水稻种植面
积，增加“双低”(低芥酸、低硫苷)油菜籽等油料
种植面积，加快粮油品质优化提升，增加优质农
产品供给。

四川今年确保粮食播种 9000 万亩以上

麦绿春意浓
▲佃户屯街道办事处的农民在麦田里进行春管作业(3 月

21 日无人机拍摄)。春分时节，山东省菏泽市佃户屯街道办事处
的麦田绿意盎然，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王南摄

（上接 1版）“牧场里食物和饲草储备还够，若不
够的话，可以随时借用驻村工作队的车辆拉物资，
反正我们离家离乡政府也近。”索朗顿珠回答说。

离开楚松村，我们马不停蹄赶往巴卡村。巴
卡村离乡政府较远，其中卡热组没有手机信号，
也是干部们最牵挂的地方。通过各方了解，得知
该村 9 名群众外出放牧仍未归。

这个情况令乡长旦增索朗着急万分，他在
车上一会儿看手机信号，一会儿看手表算时间。

“赶紧派人去找！人命大于天，千万不能出
任何事！”到达巴卡村卡热组，旦增索朗就给村
书记次白益西下了命令。

挨家挨户查看群众口粮、取暖燃料、牲畜饲
草、暖棚修复情况，是接下来的第二件事。乡干
部米玛次仁介绍说，群众是按往年用量来储备
物资的，最担心有些人家储备量不足。不过，每
组都建了民政救灾临时储备库，存放了足够的
口粮、饲料和棉衣棉被。

在巴角组，干部们最牵挂的是“五保户”姐妹
次仁央金和次仁桑姆。她们俩无儿无女，年事已
高，已丧失劳动能力。

每次下乡，乡政府都会送米面油和慰问金
给次仁央金姐妹。当干部们把慰问金和藏药交
到次仁央金手上时，老人感激地说：“这样的大
雪天还来看望我们，太辛苦了！”在入户的路上，
旦增索朗不时嘱咐村干部扎西索南：“你们要多
帮衬二老。”

就在天黑前，巴卡村九名放牧群众安全回
到了卡热组。同时，根据乡政府安排，顿珠多吉
和次仁努吉两户人家已被安置到乡干部周转房
居住，连他们两家的牲畜饲料也被干部们转运
到了乡政府。

“这样，就都放心了。”旦增索朗欣慰地说。

平均降雪厚 8 厘米，风雪无情人有情！
4 天时间里，干部群众一起储牧草、备燃

料、修暖棚，互帮互助战风雪。

第五天，雪霁天晴，久违的暖阳洒向皑皑白雪。

无灾害！零损失！“边陲孤岛”楚鲁松杰全乡
两村四组安全无恙度过西藏首个暴雪预警期。

（注：陈尚才其时正在楚鲁松杰乡挂职）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许舜达)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近日启动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以加强
春耕备耕保障。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严厉打击
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套牌侵权、无证生产经营；
非法生产经营禁限用农药；在饲料中添加禁用
物质和目录外物质等违法行为，并重点整顿规
范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散地、运销大户
和乡村流动商贩；将通过摸清农(兽)药网销店
数量，广泛收集网络销售假劣农(兽)药违法线
索，并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执法。

浙江农资打假护春耕

暴雪来袭，“孤岛”不孤

“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自 2006 年以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华
夏子孙前来郑州寻根拜祖。

今年，大典将继续邀请来自海内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
侨，社会各界嘉宾近万人参加拜祖。

同时还将在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悉尼、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
立分会场，以满足各地华人华侨献礼敬拜的愿望。

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题仍为“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大典典礼仪程仍为九项，分别为：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
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

大典呈现方式将进一步提升，使九项仪程更加肃穆、神圣、震撼，更具
时代特征和价值内涵。

大典期间，将以“开放合作、中原出彩”为主题，策划一系列经贸洽谈活
动，并围绕“一带一路”、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等策划相关活动，让中外嘉
宾分享郑州大都市发展商机，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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