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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永祥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清风吹过，稻谷飘香。“今年水稻又丰收了！预计每亩
产量 1000斤左右。”肇东市稻香水稻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王
瑞昌告诉记者，合作社水稻使用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通过太阳能杀虫灯、诱捕器等措施，用于病虫害防治，可以
做到每亩节本增效50至70元，实现优质“定制水稻”供不应
求，年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商超300余吨。

在涝洲镇新兴村稻田里，金黄色的稻穗压弯了稻秆，几
台大型收割机正忙碌着，田地间奏响了丰收的欢歌。“这片
地是合作社的水稻田，种植 400多亩稻花香 2号有机水稻，
我们从国庆节就开始收割了，比去年早一个星期左右。现
在市场对新米的需求量比较大，价格也比较高，抢先收获就
是为满足市场的需求。”看着水稻收割机完成了一块水田的
收获作业，涝洲镇成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车成龙
喜上眉梢。近年来，合作按照“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种植模式，统一稻种、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在种
植过程中，统一使用生物质提取的有机肥料，既提高了水稻
的品质和产量，又降低了传统种植的风险，切实保障了稻米
丰产、农民增收。

据了解，肇东市今年水稻种植面积39.3万亩，水稻收割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涝洲镇、西八里镇、东发办事处等随处
可见水稻收割的忙碌景象，一台台水稻联合收割机开足马
力，在稻田里穿梭。

近年来，肇东市通过大力推行水稻新品种和现代高产
栽培技术，使水稻种植逐步实现耕田、播种、收割的精细化、
机械化，有效缓解了农忙时节因劳动力不足带来的抢收压
力，为农民节约了收割成本，省时省力还省钱。

肇东市通过因势利导大力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鼓
励水稻种植大户与水产养殖大户进行产业联合，由水产大
户提供苗种和产品回收，种植大户负责田间管理。在不增
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扩大综合种养面积，按照面上发展稻
田养鱼，区域重点发展稻田河蟹养殖的思路，推进稻田综合
种养面积达到 4.6万亩，其中稻田蟹面积 2.2万亩。还将稻
田综合种养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起来，规划出部分小地块
开展钓蟹、摸鱼等活动，并开展“一亩田”认领活动。

按照“一镇一品”的发展思路，肇东市把西八里镇定位
为河蟹养殖之乡。该镇渔儿园渔业专业养殖合作社是国家
级健康养殖示范场，先后投入近100万元，对稻田河蟹培育
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改造标准化池塘 340亩。同时采
取以地入股的形式，吸引 20户水稻种植户加入合作社，签
订合作生产协议，实行统一稻田养殖设施建设、统一苗种放
养、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生产模
式，发展稻田河蟹培育面积 3550亩，实现合作社成员每亩
稻田可增加利润 650元。今年，西八里镇在原有稻田培育
河蟹基础上，依托加强管理，提高产能，在稳步提高稻田河
蟹培育水平的同时，发展池塘河蟹培育面积 1000亩，预计
培育稻田河蟹35万斤，比上年增加近10万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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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静怡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董新英）为充分发挥优秀人
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让科技
人员更好地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
兴，自 7 月下旬以来，由兰西县委组
织部、兰西县工业信息科技局牵头，
组织省级科技特派员深入乡村开展
科技助农服务。截至目前，省级科技
特派员线上、线下共计指导 300 余
人，提供技术服务 800余次。

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东北

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多家省
内高校、科研院所组成的 15 个专业
化科技助农工作队，根据专家研究
方向和各乡镇产业发展需求，“精
准”深入乡镇，服务乡村，实现科技
服务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各行
业专家通过亲临现场与种养大户
线下面对面调查了解，建微信群线
上“云指导”咨询答疑等方式，对所
服务乡镇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指
导和技术帮扶。

兰西

村里来了科技助农工作队

□马明超 王庆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这几天，海伦市东风镇南兴村农
民张敬有格外高兴，逢人就夸村里的
便民服务大厅是真便民。

去年张敬有家意外失火，三间砖
房烧得面目全非，房产证、土地证都烧
没了。今年没用他跑腿，村里便民服
务大厅负责办理乡建业务的工作人员
协调开具了所需手续和证明，仅用四
天时间就帮他将证件补办了回来。

“原来寻思补办证件得老麻烦了，
不得跑多少趟才能办下来，就有点上
火，没成想村里成立了便民服务大厅，
就去一趟这证件就补办回来了！”

“群众的期盼处，就是解决问题的
发力点”。海伦市党员干部立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访民情、解民忧、惠民
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海伦市东风镇13个行政
村全部建立了便民服务大厅，涉农、乡
建、党务、社会保障等综合服务事项实
现了一站式办理，村干部成了村民办
事的“帮办员”，村民们不用出村就能
办结各项业务。

群众有需要、党员必做到。海伦
市不断提升办实事的力度、深度、广
度。在农村，完善了党员联系服务群
众制度，全市 243个行政村建立党员

责任区 3837 个，包联群众 49287 户。
在城区，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网格、社
会治理网格“两网融合”，建立网格党
小组275个，实行“党员联户”责任制，
8000多名党员干部包联重点户。

海伦市新市区家园居民吴清范患
有心脏病、腰间盘突出等疾病，儿女也
不在身边。前不久，她的老伴儿突然
离世，吴清范成了社区的重点照顾对
象，每个星期，新伦街道富伦社区的工
作人员都会来看望她，陪她唠唠家常，
收拾收拾卫生。“这些孩子们太贴心
了，事无巨细地照顾我，大事小事都提
前为我想到了，真是又温暖又感动。”
吴清范说。

“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比较多，只要
找到我们，我们就责无旁贷，第一时间
帮他们解决问题，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富伦社区网格员滕少辉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伦市
以“三必到、五必访、七必做”工作模式
为活动载体，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做到居民有突发事情、有不
满情绪、有矛盾纠纷必到，困难家庭、
重病重残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劳教释
放人员、孤寡老人必访。主动问需于
民、服务于民。

截至目前，海伦市 243个行政村、
25个社区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好事、
实事、开展服务活动12400余件。

海伦

把群众期盼的事办实

眼下，正是秋收农忙季，明水县抓
住当前有利天气时机，一手抓秋收、一
手抓整地，齐头并进。在实现边收获、

边整地、边还田，确保颗粒归仓的同时实现黑土地
“黑色”越冬，为明年的春耕打好基础。

在明水县明水镇勤俭村的一大片大豆田里，
一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机器“吞”下粗壮高大的豆
秧，“吐”出金黄圆润的大豆。

“今年气候雨水条件好，还没有风灾与虫灾，
大豆产量比每年都高，又是一个丰收年。”种植户
王树林双手捧着饱满圆润的大豆，仿佛一粒粒“金
豆豆”。

今年秋收，明水县抢抓好天气，根据作物的成
熟度，人机结合，集中机械力量，做到抢收快收，保
证各种农作物在最佳收获期收获，做到应收尽
收。各乡镇组织好农机合作社机械调配，提高机

械使用效率，帮助隔离户、外出打工户抢收。不落
一户，不落一亩。

明水县因地制宜抓好秋收的同时，适时进行
秋整地。12日，在明水县城北村一片刚收获完的
玉米地里，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翻地，随着机器的
牵引，铧犁下面黑色的土壤翻滚。城北村村党总
支书记于波介绍：“地表经过作业以后达到平整，
有利于蓄水保墒明年春天起垄，这就是秋整地的
好处。”

据悉，明水县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
大户优势，加快深松整地和秋翻整地进度，做到整
地与秋收相结合，同步推进秸秆打包，本着“收完一
块、翻地一块”的原则，在收获玉米大豆的同时，利
用现代农机合作社大型机械作业优势，做到秋收
和整地两不误、两促进。确保整地进度快于往年，
面积大于往年，为明年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走访重点户。 张日东摄

寒地黑土 稻菽飘香迎丰收
□文/ 张鑫宇 岳海兴 李博涛 高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摄/ 董玉铭

金秋十月，绥化
市的“寒地黑土”之
上处处呈现丰收景
象。今年绥化粮食
种植面积超过2700
万亩，进入收获季节
以来，绥化市抢抓农
时，全力调配机械，
人歇机不歇，确保应
收尽收、精收细收，
全部粮食作物正在
有序收获中。

绥化市盛产水
稻、玉米、大豆等农
作物，目前，大豆、水
稻处于收获后期，玉
米也开始了收获。
据悉，绥化市水稻种
植面积超过530万
亩，预计产量超 52
亿斤。绥化市大豆
播种面积580万亩
以上，大豆产量预计
可突破 17 亿斤以
上。截至目前，近九
成粮食已归仓。

深秋落叶黄，稻谷满村香，家家
户户谷满仓。绥化市北林区双河镇
杨树村是北林区河夹蕊子水稻主产

乡镇的村子之一，金黄的稻谷堆在村中的每一个
门庭院落里，散发着“丰收”的味道。“今年大丰
收啊！亩产超过了 1200斤。”这个村水稻种粮大
户丁会利抓起一把刚刚收获的水稻高兴地说。

“和去年相比，一亩地超出 100 多斤没有
问题，而且看这质量，水分十四五个，粒粒饱
满……”沉甸甸的稻谷攥在丁会利手里，让他笑
得合不拢嘴。作为双河镇较早成立合作社的“大
户人家”，每年秋收时节是丁会利最快乐的时
候。今年他比往年都高兴：“年头风调雨顺，春季
播种时期好，秧苗下地时又赶上了好温度，水稻
扬花期晴空万里，温度高，秋收更是‘自老山’，
给秋收容下了很大的空，收成好必定成为定局。”

“我承包的 1200亩水田再有几天就收完了，
从当前的天气来看，收完地还可以进行秋整地，
为明年春耕打下基础。”丁会利指着远处三台正
在作业的收割机说。好收获要有抢前抓早的思
维、有科技种田的眼界、有现代化机械的助力，丁
会利今年农业生产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落在了“腰
眼”上，忙到了“点子”上。

金豆滚滚，粒粒散发着“豆香”。在绥化市北
林区兴福镇大豆科技园区金地农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大院里，金灿灿的大豆在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油光发亮”。今年北林区兴福镇 4.5万亩
大豆喜迎丰收。“今年大豆最高产量在一垧地
7500斤，最低在 6000斤，总产值一垧地 6000元左
右。”合作社理事长刘艳伟谈起今年的丰收，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刘艳伟说，兴福镇是国家A级绿色食品大豆
基地，也是绥化地区重要的大豆购销集散地，合
作社今年主打土地托管这张“特效牌”，在金林、
聚宝、福顺、民权等四个村开展托管试点，与这里
的农户签订土地托管合同，推行精细化管理、规
模化种植，规避从种植到收获上的“人为”风险，

最终实现农业增产增效。
北林区兴福镇是绥化市大豆的“明星”镇，通

过两个大豆科技园区引领，这里的农民更知道了
深松整地、大垄双行、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技术
的“奇效”，兴福镇大豆科技园区理事长陆春锋作
为“见证人”，嘴里念叨的是科技引领带来的好
处：“春天通过深松整地提高土地积温，到施肥时
测土配方农家肥，田间管理用飞机喷洒，秋收都
是机械化作业，一系列配套下来，想不增收都
难。”

优良的品质赢得优良的口碑，由于兴福镇出
产的大豆蛋白含量高、产出的豆制品口感好，深
受食品生产厂商欢迎，大豆热销供不应求。走在
兴福镇的主街道，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大豆的运
输车辆，近 20家的大豆购销企业，年交易量可达
20万吨。

“现在四轮车估计得有 100 多台，每个四轮
能拉四五千斤，每天将近 300吨，还有各地拉回
来的汇总在一起有七八百吨。”天河粮食集团副
总经理杨阳指着道路两侧的送粮车介绍说。

“去年苞米贵，今年大豆贵，价格好，七垧地
都算上的话，得剩个十来万块钱”。兴福镇金林
村村民李景滨攥着手里的大豆款喜出望外。

风调雨顺庆丰年，农民脸上笑开颜。走在北
林区 21个乡镇的村屯小巷里，除了轰鸣的机作
声，就是农户们谈论的“丰收”话题，水稻、大豆、
玉米增收的喜悦挂在每位农民的脸上。丰收的
背后，是十几年来全区推行科技种田、现代化管
理、规模化经营的支撑。2021年，北林区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 309万亩，其中，水稻面积 118万亩、
玉米面积 125.1万亩、大豆面积 46.6万亩、马铃薯
等经济作物 8.9万亩，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北林区
农业种植调整的科学摆布。“按照当前秋收进度
来看，北林区将在 10月末完成所有秋收工作，从
整体上看今年将获得大丰收，实现‘十八连丰’，
总产量超过了去年。”北林区农业局副局长田树
新信心十足地说。

秋收秋翻“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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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飘香话丰年

日前，绥化市北林区东富镇北方大豆科研
所传出喜讯，该所大豆育种取得了新突破，培育
的5个试验品种实测平均亩产达到570.3斤。

绥化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市科技局农村科、
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科、市种业服务中心、市农技
推广总站等相关行业专家，日前对北方大豆科
研所试验区内种植的大豆品种进行了现场测产
评估。

在现场，专家组通过对这 5个试验品种的
示范田进行实地踏查，采用机械实收和田间采
点并行的方法，收获大豆籽粒，称重，去杂，并按
标准水进行了数据汇总，现场宣布测产结果：

“经过专家现场测产，5个品种实测的平均亩产
量为570.3斤。”

据介绍，绥化市北方大豆科研所成立于
2018年11月，所长曹巨金是著名的大豆育种专
家，从事非转基因大豆育种科研工作 40余年，
已繁育非转基因大豆8000多个品系。其中，大
豆品种“金得丰6号”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种植实
践，达到了稳产和高产。

2019 年，北方大豆科研所与宝山镇战胜
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同创建宝山镇高产优质
大豆示范基地，当年种植新品“金得丰 6 号”
30 公顷，实收亩产 500 斤以上。2020 年，基
地种植“金得丰 6 号”87 公顷，实测亩产达到
546 斤。2021 年，基地种植“金得丰 6 号”90
公顷（1350 亩），产量又创新高，实测亩产达
到 547.8 斤。

5个大豆试验品种平均亩产570.3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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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秋收。丰收喜悦。

整齐的稻田。

饱满的豆荚。

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