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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刘书云、张斌）被誉为
中国“农科城”的陕西杨凌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记者近日走进杨凌的
田间地头看到，农民微信下单点“肥”备耕，新农
人借新技术从容应对疫情，专家线上“把脉问
诊”为农民解疑释惑。别样春耕图展示出“农科
城”春耕备耕新“范式”。

政府把线牵 农资可“外卖”

眼下，春耕正酣。往年这个时候，代栓劳的
化肥经销部早已是人头攒动，但受疫情影响，今
年这里显得冷冷清清。

“农户早早下了单，化肥已经点对点送到各
家各户。”代栓劳指着桌上一沓销售登记簿说，
“我们覆盖了辖区内 50 多个村子，光我这个经
销部化肥出货量就达到 400 多吨。”

杨凌示范区现代农业和乡村发展局局长马
江涛告诉记者，防控新冠肺炎马虎不得，农时也
耽误不得。为了帮助群众春耕备耕，杨凌依托
辖区的供销农资配送中心和规模较大的农资销
售门店，开展“点对点”配送，确保春耕生产所需
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及时供给，为农户打
通了“绿色通道”。

五泉镇椒生村是猕猴桃种植大村，户均种

植面积 2 亩多。“往年村民都是到农资经销点
去，各家买各家的，今年我们通过微信群和大喇
叭，号召村民线上下单，我们统计数量和种类后
再跟农资经销点对接，他们把化肥统一拉到村
委会后，村民再来领取。”村支书史西平说，“这
种方式既避免了过多接触，也解决了村民备耕
难题。”

记者在椒生村村民张军虎的订购单上看
到，他共买了 2 袋尿素，2 袋复合肥，8 袋生物
有机肥，一共花了 876 元。“价格总体比往年还
便宜些，关键是很省心，现在就期待着今年有个
好收成。”他说。

新技术“扎堆” 种地不“扎堆”

走进桂创林的草莓大棚，仿佛进入了一个
神奇的农业新技术展示馆：大棚的墙壁由波浪
形的蓄热材料构成；发出米色光的钠灯和紫色
光的脉冲式 LED 灯正在给草莓补光；水蜜桃味
的草莓刷新你的味蕾……

今年 47 岁的桂创林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
业后，长期从事节能技术研究，做过老师，也开
过公司。2014 年，他带着自己所学，一心扎进
农业领域，成为一名新农人。

“要做就要与别人不一样。”这是桂创林“跨

界”时对自己的要求。他说：“比如，我采用了
双拱单膜蓄热阴阳温室，冬天积雪就会顺着
大棚溜到地面，省去了人工除雪；采用土和生
物基质混合种植，省去了人工打药。”

新技术“扎堆”应用，使疫情对桂创林春
季生产的影响微乎其微。“我种植了 8 个大棚
一共 20 亩，最忙的时候也只需 4 个人负责采
摘和管理，种地不扎堆，草莓品质好，也不愁
销路。”他说。

在杨凌，像桂创林这样的新农人越来越
多，农民职业化已成大趋势。新农人和新技
术，正在绘制一幅未来春耕生产的新图景。

土地托管模式近年来也在杨凌不断兴
起。杨凌秦牛托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平
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经托管杨凌地区土地
800 亩，通过采用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
产的方式，实现农户和公司的双赢。

“我们有专业化的设备和人员，无论是耕
种效率、病虫害防治都有保证。”杨平说，“这
次疫情，我们负责托管土地的农民很轻松，他
们用不着扎堆下地。”

农民在田间 专家在“线上”

为确保春耕备耕顺利进行，杨凌还号召当地

的农业专家开展线上咨询服务，为农民解难题。
这段时间，杨凌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十分忙碌。这个服务中心由农
技综合服务中心、农机农化服务中心和农资
配送中心三部分组成。农技中心主任李新民
说，农技中心共有 35 名农技人员，其中有 18
名高级农技师，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负责区域内大约 150
座大棚的农技指导，农户有疑问，我们采用电
话问答、微信视频等方式帮他们解决。”

地处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批专
家教授也采取多种方式，为广大农户开出良
方。园艺学教授李建明一场直播有好几千人
在线观看；农学院研究员张睿的电话成了热
线，最忙时一天接打 100 多个；葡萄酒学院张
宗勤教授的在线直播好评不断。

西北农林科大副校长钱永华说，学校与
深圳市丰农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建立了“战疫
情，科技助农在行动”专题线上农技推广服务
平台，学校 40 多位专家教授以“不见面、不接
触”的方式，组团在线上为广大农户免费答疑
解惑，及时解决农户们在生产中的难点、堵
点，有效解决了特殊时期农业科技服务“最后
一公里”难题。

农民微信下单点“肥”，专家线上“把脉问诊”

“农科城”杨凌春耕备耕新“范式”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侯文坤）“有
了 3 个月免税政策支持，我有信心把
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慢慢把生意
做起来，尽量把损失补回来！”这两天，
湖北孝感市个体工商户游勇福一直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受疫情影响，从去年底到现在，
我经营的两个广告印刷、图文设计门
店，业务完全‘断炊’，可是租金、工资、
生活开销都得花钱啊！”游勇福告诉记
者，最近在手机上了解到减免税新政
后，他算了一笔账：“以往每月缴增值
税约 1 万元，若恢复正常经营，这个税
可免几个月，加上减免社保费、降低电
费、银行低息贷款等利好政策，负担确
实减轻不少。”

减税新政一定程度增强了企业对
抗此次风险的能力，免税的红利更是
提振了不少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复工复
产的信心。

“信心也是企业‘免疫力’啊。我
相信疫情缓解后，市场需求会逐渐迎
来恢复性增长，不愁没有生意做。”对
下一步开工后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的游勇福是当下不少湖北个体户和小
微企业的真实写照。

惊蛰过，春雨如期而至。在抗疫
的主战场湖北，国家近期出台的减免
个体工商户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等
一揽子优惠政策像一场“甘霖”，增添
了湖北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难
关、迎“春耕”的信心。

“一个多月差不多损失了 100 多
万元营业额。”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后
湖印象餐厅老板陈伟告诉记者，往年
春节期间，正是店里忙的时候，现在一
分钱收入也没有。

疫情来袭，高度依赖客流的酒店、
餐饮业是遭遇重创的行业之一。

“节前花了 20 万采购食材，每月
5 万的房租还要支付。”这一切让陈伟
感到巨大压力。求生存、活下来，是他
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危中寻机，陈伟变“堂食”为“外
卖”。凭借良好的口碑，他接下了每天
200 份盒饭的生意，加上已经落地的
免征增值税政策，陈伟简单盘算了一
下：“如果严格管控措施持续，每个月
减税也有 7000 多块钱，相当于帮我养
了 2 个员工；如果恢复正常了，那每个
月减税将达到二三万元呢，应该能缓
过来了。”

像陈伟一样，宜昌市伍家岗区经
营茶叶销售的个体经营户谭敦宇最
近一个月来也曾有点喘不过气。“从元月底到现在店面
一直关门歇业，每天都在盼着疫情早点过去。”听了税
务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讲解的税费新政后，谭敦宇紧锁的
眉头终于舒展了，“ 3 至 5 月，恰好是春茶销售旺季，赶
上免征 3 个月增值税的好政策，就像春茶遇上一场好
雨！”

谭敦宇告诉记者，按照“签约农户+本地生产+外地
扩销”经营模式，他正在积极筹备，等待疫情过去，春茶开
园，开秤收鲜叶。“我们尽最大努力保证签约茶农不减收
入，带动更多茶农脱贫致富。”谭敦宇表示，目前已筹措新
茶收购款 200 多万元，正在申请 300 万元“农行税 e 贷”，
想抢在春茶上市前备足流动资金！

疫情肆虐，民生保障不能断档。一些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企业、商户仍在坚守运营，为群众生活必需保驾
护航。

“国家为我减税，我为保供加力！为抗疫尽一点微薄
之力，再忙再累也值得！”武汉市聚荣璟大药房有限公司
红旗药店的财务负责人胡先军介绍说，他正月初二便放
弃休假返回岗位了。由于人手紧缺，他既要负责账目，又
得负责前台工作。为降低感染风险，他通过微信群将各
家各户购药需求收集起来，将药品打包贴上姓名地址后，
交由社区志愿者送往千家万户，为市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特殊时期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国家出台减免税政
策，一定能帮我们挺过去！”胡先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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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员工在作业（2 月 28 日摄）。 新华社发

日前，一些非疫情防控
重点地区的企业向记者反
映，当地政府部门仍在给企
业复工复产设置不切实际、
过于苛刻的要求。比如，一
些没有报告疑似病例和确诊
病例的地方却要求建筑工地
在复工前除准备好口罩消毒
液外，还要准备防护服；有的
地方复工复产审批表格不停
更换，报上去的表格被多次
打回重填。地方政府一方面
下文件要求复工复产，另一
方面层层设限，这让企业左
右为难。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前提
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
据疫情分区分级推进复工复
产，对抢回因疫情耽误的时
间、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如期实现，具有重要意
义。而不顾实际地给企业复
工复产设置过于苛刻的要
求，貌似严格落实防控要求，

实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表现，是把“压
实企业责任”变成“推掉自己责任”。

“六稳”中的头一“稳”就是稳就业，而中小
微企业担负着解决大量就业岗位重任。尽管
中央和地方已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帮助其渡过
难关，但它们更迫切需要尽快恢复经营秩序，
让现金不断流。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
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只有人流、物流、资金流
有序转动起来，整个循环才能畅通。

防疫是大事，吃饭也是大事。因疫情而
导致的非正常状态，已经影响我们近 50 天
了。国家经济拖不起，企业发展等不起，百姓
饭碗耗不起。当前规模以上企业的复工复产
正有序推动，但相当一部分中小微企业尤其
是和百姓日常生活、社会繁荣相关的第三产
业的企业，依然在苦苦等待。受此影响，很多
人在为房贷、车贷、卡贷着急上火，有一些企
业、商家甚至到了“生死关头”。对此，应给予
高度重视，力争有序复工复产。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最
讲实效、最忌虚功。对地方政府而言，最要紧
的是实事求是，要善于把握疫情防控动态，敢
于调整发展策略，给企业复工复产多清障、少
设障、善保障，帮企业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记者刘阳）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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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刚过，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黔桂石漠
化区，星罗棋布的坝子里，疫情后与春光赛跑的
“农耕战”热火朝天……

翻犁、撒肥、铺膜……连片 700 亩的良田坝
是贵州省都匀市墨冲镇最好的一片土地，57 岁
的布依族妇女陆有云，带着 20 多位同村的姐妹
们麻利地在田间劳作。

“地膜铺完，这两天就要抓紧栽上今年第一
批茄子苗，地中间还要套种速生白菜，眼下可真
是半天都不能耽误。”一边忙着拿锄头翻地，陆
有云一边对记者说，2 月 13 日开始下地劳作，
连续忙了二十来天，豆苗、瓜苗、菜苗育好了，薅
田、盖膜马上完成，栽上春季第一批苗，总算把
疫情耽误的农时抢回来了。

“可别小看这片坝子，一头连着粤港澳大湾
区，一头连着本地几百万人的菜篮子。能不能稳
住市场供应，稳住脱贫成果，就看这个春季。”都
匀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朱子丹
告诉记者，良田坝是都匀最大的粤港澳蔬菜基
地，眼下又要保供疫情影响的本地春夏市场“菜
荒”，未雨绸缪抢农时，一点儿也不能疏忽。

为了抢时节，良田坝最大的经营主体贵州
珠江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采取异地
育苗，公司负责人李艳说，一些蔬菜苗提前在
广西培育，有效压缩了时间，疫情影响的农时
能夺回来。

与往年相比，良田坝今年的春耕生产更
加紧锣密鼓。为了打赢战“疫”战“贫”两场硬
仗，春节复产后，这里的春耕不仅提高了“速
度”，更增强了“精度”。

农民以 20 人为一组自我管理、分块劳
作；冷库、蔬菜分级包装车间、农残检测室、育
苗温室大棚、喷灌滴灌等现代农业设施运转
有序；26 个分布田间的摄像头将生产信息实
时传送至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指挥中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就要科学布局全
年产业，优化作物茬口衔接。”朱子丹说，通过
精准掌握好农作物的接茬时机、品种选择和
套种模式，能够使坝区在适宜农时实现满栽
满种、种足种好，大大提高亩产值，增加农民
收入。

“坝区是镶嵌在大山里的绿宝石，更是山

区百姓脱贫致富的聚宝盆”，贵州省农业农村
厅发展规划处处长何光前说，在这个特殊的
春天，贵州高山间的每一片坝区，与农时赛跑
的春耕战都是“争分夺秒”。

“地无三里平”的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
原支撑的省份，92 . 5% 的国土面积是山地和
丘陵，全省 500 亩以上坝区总共 1725 个，仅
占耕地面积的 7 . 2%。

土地平坦肥沃的坝区，对山区百姓来说
弥足珍贵，也是高山农业发展的“风向标”。何
光前说，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不足“一分”
的坝区，创造了全省 15% 以上的农业产值。

2019 年，贵州坝区带动农民 238 万人，
其中贫困人口 56 万人。坝区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 . 38 万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8%。

截至 2 月底，贵州坝区 1377 家龙头企业
和 4051 家合作社全面复工复产，土地流转面
积 165 万亩，流转率达 52 . 7% ，在田作物
201 . 4 万亩，“夺”春不误，脱贫可期。

(记者王丽、刘智强)
新华社贵阳 3 月 9 日电

贵州高山坝区“夺春记”

新华社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赵久龙）江苏省宿迁
市在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努力帮助逾 16 万低收入农户
返岗。截至目前，宿迁已有逾 16 万名低收入农户实现返
岗就业。

面对疫情，宿迁坚持疫情防控不松劲、脱贫攻坚不停
步，以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为重点，加快低收入农户应聘上
岗、返岗就业，力争不让一个有就业愿望的低收入群众“掉
队”。

宿迁各级农业农村、人社等职能部门合作，一方面对
低收入农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进行摸底，为他们提供
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另一方面对各企业，特别是
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进行详细梳理，形成清单，编制成
册，并通过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发布。

同时，分批次、有组织地引导低收入农户返岗就业，
除常态化开展“送岗位、促增收”活动，还按照“点对点”和
分批错峰要求，以乡镇或村居为单元组织劳动力分批赴
企业面试应聘，并组织企业到村居开展上门面试，推动企
业招工与低收入农户就业需求匹配、精准对接。

“工作离家比较近，收入也不比外地少。”泗阳县李口
镇崔城村低收入农户魏金兰在当地一服装企业生产车间
里，熟练地对服装进行质检。公婆常年生病，两个孩子还
年幼，丈夫一人收入难以维持家用，她却因疫情影响迟迟
不能外出打工。一周前，镇村干部组织魏金兰和其他村
民到企业应聘，有工作经验的魏金兰当场被聘用。

职能部门来“助厂”，扶贫人员做“红娘”。目前宿迁
市 115 名乡镇扶贫专干、1421 名扶贫专员变身企业和低
收入农户之间的“红娘”，他们带着企业需求清单逐户宣
传，摸清低收入农户就业意向，做到“一人不少，一户不
落”，并为低收入农户量“身”定制就业岗位和帮扶措施，
有效提高了“牵线搭桥”精准度。

截至目前，宿迁各地低收入农户返岗率已达九成以
上。“我们将持续关注低收入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对所
有低收入农户开展再走访、再排查，确保有就业意愿的群
众全部实现就业。”宿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政府扶贫
办主任王占武说。

宿 迁 帮 逾 1 6 万

低 收 入 农 户 返 岗

新华社杭州 3 月 9 日电（记者魏一骏、李
平）记者从 9 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浙江对复工复产过程中的造假行
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

浙江省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 月 9
日开始，浙江省以周为时间单位，对复工复产
节奏进行了总体把握，大体分为启动准备、加
快推进、全面展开 3 个阶段，促使企业产能恢
复率实现阶段性目标。

随着复工复产的节点任务基本完成，企
业的不少共性问题已初步解决，但许多个性
问题不断凸显。上述负责人表示，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各项工作都必须实事求是，浙江
省委、省政府对复工造假的态度是“零容忍”，
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

3 月以来，浙江通过推进落实政策补缺
和政策落地，帮助企业营造更好环境。如浙
江大力实施政银企协同“五减”共克时艰行
动，仅减税一项全年将计划为企业降本减负
2700 亿元。

“复工复产只是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的第
一步。”上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浙江将坚持
内需外需双向发力，着力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服务链、生态链全面畅通。

对复工复产造假

浙 江“零 容 忍 ”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8 日电（记者范迎春、
闫睿）“夜巡，各井运行正常。请白班管井员工
做好防护，注意作业进度及设备现场流程……”
早 8时许，大庆油田采油二厂第二作业区采油
4-6 队队长张尹，经过体温检测、登记，回到自
己办公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我们现在安排专人，每天对上岗员工进行
3 次体温测量，对各办公区域进行两次消毒，交
接班会议也‘搬’到网上开。疫情发生以来，全
队上下共同努力，在完成配产任务的基础上，超
产 950 吨。”张尹自 2 月 22 日起一直“钉”在队
上，他说：“每个小队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油田
实现全年的产量目标就有了保障。”

疫情当前，大庆油田“一手抓防疫、一手抓
生产”，没有停下“加油”“争气”的脚步。今年前
两个月累计完成油气当量 721 . 48 万吨。其
中，完成国内原油产量 499 . 9708 万吨、天然气

产量 9 . 0206 亿立方米，完成海外权益产量
149 . 63 万吨。

在采油八厂三矿采油 310 队，采油工王
力和罗东顶着刺骨寒风，在荒原上步行巡井，
一周轮值下来，人均步行超过 20 万步。王力
说：“我们现在多走一步，稳产就多了一分底
气，苦累都值得！”

“加油”，更“争气”。前些天大庆连降大
雪，给油田岗位生产增添了不小的难度。在
油田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等井站，干部员
工踏着积雪上井巡检，全力保障黑龙江省安
全平稳供气。通过加密巡检频次等举措，确
保气井利用率等指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我们应急保障、生产抢修和气田保卫
24 小时响应，确保疫情期间生产安全全面受
控。”采气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最高日
产气量达 883 万立方米。今年前两个月，天

然气外输量 4 . 94 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
长 3 . 94%。

眼下，大庆油田已全面按下复工复产“启
动键”。连日来，从老区油田到外围油田，从
大庆探区到外部市场，从油气生产到后勤保
障，大庆油田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各项生
产经营工作正有序推进。复工以来，已完成
钻井 100 多口。

在采油四厂附近的“杏 4-4-斜 P925”井场，
铁人王进喜带过的 1205钻井队正在进行施工。
队长张晶说：“受疫情影响，队伍开工较计划晚
了 10 天，但‘冬天失去的，春天夺回来’，我们
有信心按时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生产任务。”

“越是关键时期、特殊时期，越要保证油
气生产，切实肩负起‘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
年油田’的重大责任。”大庆油田有关负责人
表示。

大庆油田：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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