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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岳德亮

　　时下正值秋冬果蔬
大量上市，致富带头人
余魁在“浙农服”平台上
发布自家基地可供销售
的农产品，就可以“坐
等”订单上门了。
　　一键促销售、一键
领 补 贴 、供 销 不 用
愁……近两年，浙江省
平湖市“浙农服”为农服
务平台，让数字化渗透
农业服务的方方面面，
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截至目前，平湖市
在该平台的注册者已达
4.4 万多人，产业主体
300 多家，实现了农产
品 和 农 资 交 易 超 1
亿元。

  补贴自动“找
上门”，一键养殖
变现实

　　曹桥街道野马村种
粮大户陆建良坐在自家
的空调房里，打开手机，
登录“浙农服”平台系
统，找到补贴申领通知
提示信息，核对确认银
行卡等相关信息无误，
一键点击确认，3 个工
作日后他就收到了补贴
到账的短信提示。
　　“浙农服”由平湖市
供销社联合 8 个涉农
部门，打通粮补系统、智
慧农资系统、地理信息
系统、乡镇公共财政信
息管理系统等 24 个数
据接口，并创新实行补
贴申请线上一站式审
核、主动告知、倒置申
领，办理流程由 9 个精
简为 3 个。平湖市供销
社主任戚红炳表示，这
有效促进实现由农户找
政策变成政策找农户，
让数据跑代替农户跑。
　　依托“浙农服”平台
现代数字技术，平湖的
农业生产也更加便捷高
效。以平湖市一代特种
水产养殖基地为例，“浙

农服”充分利用了基地原有的摄像头、传感器等物联
网设备，帮助基地接入大数据平台，农户只需要通过
手机、电脑等设备，就可以一键控制水温、氧气，实时
掌握水质数据等。
　　“10 个养殖塘，16000 多条石斑鱼，我一个人
就能搞定。”平湖市一代特种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殷
明付说。

让好产品从田间地头销往各地

　　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魁是“浙
农服”最早的一批用户之一。今年，他比以往更加从
容了，在种子种下去之时，已经在“浙农服”平台的

“找农产品”板块上，发布了这个月自家基地可供销
售的农产品的预产量，订单自动找上门。
　　一直以来，生产服务供给不及时、供销对接不对
称、金融授信难、小农户服务没有全覆盖等，是农业
服务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
　　为此，“浙农服”供销服务端推出了供需服务、物
流服务等，方便主体进行供需信息发布和交易撮合，
减少交易环节，提高农产品收益，并提供了多个物流
公司对接接口，让好产品从田间地头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以来，余魁经营的农业基地通过平台实现
了集采金额 63.67 万元，净利润同比增长 15.7%。
　　和余魁一样，平湖市一代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的

“跑道鱼”也拓宽了销路。原来基地主要以大宗批发
为主，固定客商主要通过电话下单。后来该基地通过

“浙农服”平台应用发布优质产品，更多的采购商都
能通过平台看到产品，并可直接下单选购。殷明付表
示，基地的产品不再仅仅对准一级批发商，来自各级
的水产需求客户都能在这里选购需要的产品。

数字赋能农业，小平台实现大联合

　　打开“浙农服”首页，看政策、找农产品、找农资、
找保险、找农机、找农技、找贷款、看行情、申请补贴
等应用，一网集成。这一平台为农业的产、供、销提供
全周期、全天候服务，一站式解决了农民种什么、怎
么种、卖给谁等等问题。
　　“浙农服”为农服务的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由平湖
走向了全省，目前已在浙江省内 78 个市县签约落地。
　　除了农合联会员及生产、流通、销售过程的数据
外，“浙农服”将加强与农业农村、气象局、农科院、涉
农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单位的信息互通，推动各方
数字信息向“浙农服”平台聚集。
　　据戚红炳介绍，根据浙江省供销社要求，今年年
底前，“浙农服”将实现省内全覆盖，并向江苏、吉林、
四川、广东、上海等 5 个省市推广应用，并逐步总结
提炼普用且个性化的服务框架，向更大范围推广。
　　“我们希望让‘浙农服’成为全国性的农业服务
和农产品流通的公共服务平台，有力推动农业农村
变革和乡村振兴，成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加速
器。”平湖市委常委何苗说。

﹃
浙
农
服
﹄
上
点
一
点
订
单
补
贴
﹃
找
上
门
﹄

小
平
台
实
现
大
联
合
浙
江
平
湖
数
字
化
改
革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陈国峰、张武岳)时
值深秋，黄河三角洲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
望无际的农田里，育种科研人员用手掰开一
个豆荚，几粒饱满的大豆从中滚落。
　　近期，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的大豆进入收获期。这种新品种，
用黄三角特有的野生大豆资源选育，耐盐碱
能力明显提高，亩产超过 400 斤，与非盐碱
土地的普通品种产量相当。
　　“盐碱地上结出的大豆品质更优异，还富
含异黄酮类活性物质，可提高大豆耐盐固氮、
抗氧化能力。”黄三角农高区二级巡视员、盐
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罗守玉
说，他们还利用航天搭载辐射诱变育种和田
间筛选，使大豆植株更大、耐盐性能更好，平
均亩产 550 斤，最高达 800 斤。

　　盐碱地一度被称为土地的“绝症”。专家
表示，目前中国的盐碱地面积约为 15 亿亩，
其中可利用的盐碱地约 5.5 亿亩，这是一笔

“沉睡”的宝贵资源，通过科学合理改良，可有
效提高土地增量，实现耕地资源扩容、提质、
增效。
　　作为滨海盐碱地和冲积平原的典型代
表，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土壤面积达 43.97 万
亩，占总面积的 80% 以上，盐分含量从 1
‰-10 ‰自西向东梯次分布，是探索盐碱地
治理新技术的天然本底试验场。
　　在黄三角农高区的田间地头，传统大水
漫灌式的深沟大壑消失无踪。这里采用一种
管道节水降盐新模式，用“管道”代替过去的

“渠道”，一条小沟代替过去 10 米宽的深沟，
使土壤盐分从 4 ‰-6 ‰下降到 3 ‰以下可
正常耕作的水平。
　　“目前，这种技术已在近 2 万亩盐碱地
上推广应用，一亩地只需 20 多方水，节水
38％ 以上。”罗守玉说，再加上生物改良措

施，可将盐碱地变为高产稳产田。
　　当地还推广应用自主研发的微生物菌剂
改良土壤、精准施肥技术，减少化肥施用量
32％ 以上；应用天敌昆虫、生物农药、性诱剂
等技术开展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将植被覆
盖率提高 35% 以上，生物固碳能力提高
30% 以上。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昔日不毛之地，蝶变
优质良田。黄三角农高区内，15 个藜麦新品
种试验田里生机勃勃。
　　受访农业科研人员说，中国利用科技手
段发展盐碱地特色种业、培育高效农业，努力
探索盐碱地农业发展之路，保障中国粮仓。
　　如今，盐碱地上不只产粮食。科研人员在
千方百计增加盐碱地粮食产能的同时，也注
重培育耐盐碱中草药、牧草、林果等特色作
物，发展适应不同盐碱梯度的植物新品种。
　　在黄三角农高区的耐盐中草药试验基地
里，土壤表层泛起的白色盐渍丝毫挡不住绿
意与生机，一株株金银花开始吐露花蕊。

　　“金银花新品种含有大量花青素，反季
节移栽到这里后，亩产量比普通品种高
40% 。”康伯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圣波说，这些金银花收获后，可以提炼多
种对人体有益的保健品，经济效益很高。金
银花、枸杞、玫瑰花、木瓜、牡丹、芍药等六
大类 226 个品种也将尽快投入产业化
生产。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景海春说，
目前黄三角农高区搜集保存耐盐种质资源
1.8 万份，筛选评价育种材料 6000 余份，
初步选育黑小麦、藜麦、航天大豆、苜蓿、燕
麦等耐盐新品种（系）37 个，示范推广 9.2
万亩，亩增效益 15%-20%。
　　“以往这个时节，盐碱地上基本一片枯
黄，现在这片土地还有超过一半的面积仍
然郁郁葱葱。”站在黄三角农高区的苜蓿种
植试验田前，罗守玉说，通过科学育种培育
耐盐适生作物，他们给白茫茫的盐碱地装
点上不同的色彩。

向盐碱地要粮食，“中国饭碗”扩容提质

  新华社济南 11 月 9
日电（记者王阳）进入秋收
冬种的时节，山东省荣成
市滕家镇东滩郭家村一片
忙碌。这几天，大型播种机
每天都在有序作业，农技
专家也来地头指导村民科
学播种冬小麦，“播种时，
要施足底肥，适量增施磷
钾肥，这样能壮苗，为小麦
成长打好基础”。
　　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耕
种场景，一旁的村民郭建
民感慨道：“以前自己种地
费时费力，现在土地入了
股，不仅每亩有补贴，年底
还有分红，一点也不耽误
外出挣钱。”
　　这样的好光景得益于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自打
东滩郭家村成立了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不仅集中流
转了土地、购置了大马力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
40 多台各类农机设备，还
与荣成市供销社合作，实
现了从耕地、打药、收获到
秸秆还田、粮油烘干全程
机械化，全面提高规模化
种植效率。
　　像东滩郭家村这样的
合作社，荣成市共有 637
家。在荣成，村级种粮逐步
发展成为稳定粮食生产、
解决土地撂荒、增加农村
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抓手
和实现路径。
　　眼下，荣成市再次创
新实践，打造了“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种粮收入保险
+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端
好粮食安全“铁饭碗”。目
前，荣成市种植小麦、玉米
8 万亩，仅种粮一项预计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3200 万元。
　　 10 月下旬以来，上
庄镇大李家村进入了“秋
收玉米”的时间，而秋收的

“主角”就是该村的志愿者
们。大李家村以“志愿+信
用”为抓手，依托乡村创业
志愿服务队，全面参与村
集体经营土地的“耕种管
收”工作。大李家村村集体
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已为周
边村流转的 5600 亩土地
提供托管服务，形成了 6000 多亩的种粮
规模。
　　大李家村村委会主任常大军算了几笔
账：“我们的社会化服务在农机农资议价方
面具有优势，‘一年两季’全程托管服务每
亩 1000 元，比市场价低 100 元，相比一般
社会化服务组织，我们合作社种粮责任心
强，为周边村庄种地每亩保底收入 300
元，至少带动周边村增收三四百万元。”
　　为给种粮收入兜底再上一道保险，荣
成市农业部门还联合中华联合、太平洋、平
安等 6 家保险公司，建立保险共保体机
制，从农业灾害保险入手，原先种粮主体灾
害保险 20% 的自缴部分，也由财政负担，
实现小麦、玉米、花生政策性保险全覆盖。
　　“今年，我们将要实施的 5 万亩高标
准农田项目，全部建在粮食种植区内，主要
建设水源工程 64 处，新建泵站 28 座，整
修田间道路 45.5 公里，地力培肥 3000
亩，改善提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荣成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国华表示，荣成市还
将重点鼓励各镇村新上烘干仓储设施，从
而完善粮食烘干设备配套，解决晾晒烘干
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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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筱

　　“农田里有大学问，传承与创新都不能
少，我引进育苗技术、自动插秧机，同时结合
父辈经验种植，就是想把科技和传统耕作技
艺结合。”近日在杭州建德市召开的乡村人才
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大会上，青年农创客郎学
渊向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乡村振兴局负责人及
乡村振兴领域专家，介绍自己的农创经验。
　　郎学渊的育秧中心“藏”在建德一个小
山村，却有着国内先进的“叠盘暗出苗技
术”。1983 年出生的他毕业后一直在宁波打
拼，成立了年销售额达 350 万美元的服装外
贸公司。2020 年郎学渊回乡创业，“家乡的
好山好水，还有创新平台和创业政策支撑，
让我有底气回到家乡，努力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郎学渊说。

　　像郎学渊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年农创客从
城市到农村，广袤乡村是共同富裕的主战场，
共同富裕离不开人才“助攻”。浙江大学中国农
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提到，乡村人才振
兴，直接关系到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的进度和成色，必须推行更有力的举措、汇聚
更强大的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在乡村人才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大会上，
天津、山西、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市代表研讨
乡村振兴如何留人，让人才、科技、生态、产
业、数字化等要素赋能乡村振兴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
研究所所长陈剑平表示，乡村人才振兴促进
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乡村产业如何发展、村
庄如何整治、村民生活质量如何提高、农民如
何赋能及享受职业尊严四个关键问题。

　　贵州省乡村振兴局一级巡视员黄俊明表
示，依托基层集中换届把擅长抓“三农”工作
的干部选出来，新一届乡镇领导班子中熟悉
乡村振兴工作的占 55.9% ，选优配强县乡干
部和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柴世民介
绍，农技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主力军，杭州现有乡村农技人才
1923 人，其中基层农技人员占比超过 85% ，
他们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用双手为农田“问
诊把脉”。
　　与此同时，顾益康等专家还围绕人才
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标杆性、示范性和引
领性作用，展开讨论形成《乡村人才振兴促
进共同富裕杭州倡议》，激励各类人才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尽展才华，推动乡村
人才优势转化为共同富裕全局胜势。

聚力共同富裕，激活乡村振兴的“人才引擎”

　　当那台庞大的采棉机终于驶入棉田，新
疆棉农陆高林悬了半个多月的心终于落实。
　　采棉机每小时采收 20 亩，是人工效率的
百倍。陆高林的 960 亩棉花，在种下 180 余天
后，3 天完成采收。
　　来自中国棉花协会的数据显示，作为我
国最大的产棉区，新疆今年棉花种植面积
3718 万亩，2020 年产量约占全国九成、世界
二成。10 月中上旬通常是北疆棉花采收最旺
的时节，但今年受冷空气影响，陆高林所在的
沙湾市采棉时间比往年推迟了十多天，与南
疆的采棉时间部分重叠。
　　今年，棉花价格达到近年最高点，这对陆
高林等广大新疆棉农来说是个大好消息，但

特殊的天气变化打乱了以往新疆采棉“先北
后南”顺序，采棉机一时间炙手可热。为了这
台大型机器，陆高林焦虑日复一日。
　　刚入 10 月时，陆高林像过去一样，想通
过电话提前预订一台机器上门采收，却发现
困难异常。他每天打二三十个电话联系采棉
机，“90 后”儿子陆德文也不断通过微信群寻
找愿意接单的采棉机。
　　 10 月 21 日，转机出现。经过多方打听，
陆高林得知有台机器正在附近作业。父子俩
直接开车 30 公里来到机器作业的地头，守在
机器旁，整整一个昼夜过后，父子俩终于将采
棉机“护送”进自家棉田。
　　持续近一个月的波折，让陆德文暗下决

心，明年要联合身边其他种棉户，像当地很多
合作社一样购入一台世界先进的打包式采棉
机。“不仅能方便自己，还可以靠采棉挣钱，增
加收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
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新疆新增采棉机近千
台，增速创历年之最，总保有量近 7000 台。
　　机械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是新疆棉花
生产规模化进程的大提速。10 多年前，沙湾
棉农开始尝试“化零为整”，发展集约化农场，
棉田规模化大门由此打开。目前，沙湾市所处
的北疆，9 成以上棉田实现机械化采收。
        (记者李志浩、胡虎虎)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9 日电

新疆棉农陆高林采棉记

  这是广西田东县江城镇一处蔬菜基地（11 月 4 日摄，无人机照片）。广西田东县因地
制宜，不断加大产业引领力度，通过蔬菜等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截至 10 月底，全县今
年蔬菜种植面积 24.61 万亩，产量 44.05 万吨，同比增长 33.2%。这些产业不断壮大当地
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持续夯实乡村宜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经济基础，促使农村
面貌日新月异。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产业发展乡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