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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27日回信勉励种粮大户时指出：

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
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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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审计署官方网站公布
了《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中央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披露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政策
和资金审计情况。据了解，针对涉农
财政，审计署重点抽查帮扶资金
266.94 亿元，涉及 5522 个项目，未发
现规模性返贫风险。

但是报告也披露了涉农财政资
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报告
指出，有19县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的
力度有所放松；41县投入 17.6亿元建
设的 472个产业帮扶项目效益较差，
其中206个建成后闲置或废弃。

来源：南方农村报

国家审计署：

未发现规模性
返贫风险

日前，黑龙江省乡村振兴局发布
《关于招募志愿者开展衔接资金项目
社会监督服务的公告》（下称《公
告》），向全省范围内的农民群众、退
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
者等招募志愿者，对各县（市、区）公
开公示的中央、省财政衔接资金项目
事项开展社会监督服务工作。

《公告》明确志愿者需满足以下
条件：践行志愿精神、热心公益事业、
积极奉献爱心、履职尽责担当，具有
较强的责任感、使命感；以自愿为原
则，年龄 18周岁至 65周岁，具备从事
志愿服务的基本能力和身体条件；坚
持原则，实事求是，公正廉洁，自觉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志愿者确定后，省乡村振兴局将
为其发放志愿监督服务卡，并将对有
关监督反馈事项及志愿者信息严格
保密。

有意向参加志愿者招募的人员
需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9 日期
间，将填写好的《衔接资金项目社会
监督服务志愿者报名表》通过邮箱发
送至省乡村振兴局。

邮箱：369143572@qq.com
电话：0451-82628809

扫右侧
下载报名表

监督衔接资金项目

省乡村振兴局
喊你来做志愿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绥化市正大米业有限公司也
是“兴银担”的忠实客户，该公司
副总经理李忠阁告诉记者，今年是

“三年循环贷”的第二年，合同规
定公司按期将前一年的贷款如数
归还后，可以继续向银行申请贷
款。再次申请贷款时，申请流程简
化，进而实现企业运营资金不断
档，项目发展可持续。

“今年，我们与周边乡村的
300 位水稻种植户签订了水稻收

购合同，种植面积可达 5000 亩，预
计产量 4000 吨左右，这次续贷的
300 万元贷款将用于稻米的收
购。”李忠阁认为，“兴银担”这种
创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汇集了
乡村振兴局、担保公司以及银行
的多方力量，为企业的经营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促进了当地
乡村振兴发展。

记者从省农担绥化分公司了
解到，该公司已与北林、兰西、望

奎 27 家农村新型经营合作主体达
成了合作意向，北林区另有 4家企
业、合作社获得 850 万元贷款支持
将在近期落实到位。“兴银担”服
务模式将吸引更多的域内行政村
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参与，帮助其寻
找“运营缺口资金”，打破产业项
目发展瓶颈，提升发展能力，推动
扶贫、衔接资金建设的项目良性运
营，更好地发挥持续带动作用。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田海滨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吴树江）“有了这个二维码
电子身份证，真是太方便了，随时随
地都可以来学习、参观，而且品种特
性、栽培要领都讲得非常清楚。”正在
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四分公司“垦川
香”高端优质米种植基地参观学习的
种植户王刚开心地告诉记者。

今 年 按 照 北 大 荒 农 业 股 份
“1221”发展战略规划，八五四分公司
积极引导种植户打造了 5万亩“垦川
香”高端优质米“龙垦2021”品种种植
基地。而种植户口中的二维码扫描
正是这个分公司在种植过程中为了
更好地推广优质米种植技术，实现种
植全过程可追溯，进而提升品牌效益
的又一创新举措。

据悉，八五四分公司在“垦川香”
高端优质米种植基地共围绕该品种
进行了 100多项实验示范。每一步
严格按照优质米栽培种植技术规范
进行，通过示范带动不仅使优质米在
本地区得到更好的推广，更有利提升

“垦川香”品牌知名度，为北大荒集团
建立高标准优质米基地，打造优质米
品牌提供可靠支撑。

田间扫一扫
水稻“码”上说话

7月，伊春市友好林业局万亩蓝莓产业
园里，数十栋蓝莓大棚整齐排列，圆润小巧的
蓝莓果实簇拥着挂满枝头，生机盎然。

“蓝莓果实呈蓝色，并披一层白色果
粉，果肉细腻，果味酸甜，风味独特，营养丰
富。蓝莓中除了常规的糖、酸和维生素外，
还富含熊果苷、花青苷、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蛋白质、食用纤维以及钾、铁、锌、
钙等矿物质元素。”省林业科学院副研究员
翁海龙介绍，蓝莓中的果胶和花青素具有
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和血液循环的作用，
蓝莓还具有预防肥胖、抗糖尿病、延缓脑神
经衰老、消除眼疲劳等作用，有“超级水果”

“浆果皇后”的美誉。
伊春素有“蓝莓之乡”的称号。伊春市

林草局改革发展科王嘉伟介绍，伊春地处
北纬47°世界野生蓝莓生长黄金带，是世界
三大野生蓝莓产区之一。

“伊春蓝莓口感佳、味道好，花青素含量
高，伊春野生蓝莓在冻土层中生长，具有绿
色无污染、纯天然的特点。”王嘉伟介绍，自
2008年以来，伊春连续举办了多届蓝莓节，
2012年“伊春蓝莓”已正式成为伊春的地理
标志产品，2021年经全国品牌评价发布工
作委员会审定，“伊春蓝莓”品牌价值达16.5
亿元。

走进黑龙江越橘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一台台标准化发酵设备映入
眼帘。越橘庄园依托小兴安岭山野果资源
优势，引进先进的德国酿酒技术，致力于山
野果酒及饮品的科技研发和产品高附加值
开发。公司经理王志华表示，越橘庄园是
蓝莓酒国家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其多款产
品已远销国内外，成为享誉国际的龙江绿
色品牌。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一个人最难改的是习惯，农
民种地也是这样。“我们以前都是
这么干的”是大家最常说的理由。

为了推广高产大豆的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爱辉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与农民合作社联合，在 3
个乡镇4个村屯选了4个千亩左右
的示范田，他们称之为“千亩方”，
为的就是让更多农民看见更多的
科技生产模式、品种长势、最终产
量。

爱辉区主要示范内容有两
项。这两项共同点是前茬皆种植
玉米，秋季深松整地 30厘米以上，
选种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品
种，全部是测土配方施肥，缺啥补
啥。不同点是一项采取 65厘米垄

距，垄三栽培模式；另一项为秸秆
全量还田，采取 110厘米大垄密植
栽培模式。

爱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
广站站长张凤琴说：“想通过对比，
看哪个更高产，更容易落地推广被
农民接受。”

千亩方里，经常会有村民来走
走看看，“示范田打样，大家一点点
模仿，逐渐养成习惯，地会越种越
好。”

张凤琴介绍，示范田的目标
是平均亩产达 200 公斤以上。单
产水平较当地大田生产平均产
量提高 15%以上，示范带动全区
平均增产 7%以上。

在示范田的合作方——爱

辉区古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闫化军的眼里，示范田
与一般农田粗放式管理不同，
讲究的是精耕细作，要求更加
规范。

比如施肥，都测土配方，按比
例调配氮、磷、钾，“土地缺啥补
啥”。

示范田提倡精量减播，以前常
把“一亩地用多少斤籽”挂嘴边，如
今提倡一亩地保多少棵苗，确保出
苗率在 90%以上。他说：“可别小
瞧这说法，现在重点是长出来就要
保证成活率。”

记者了解到，该区示范内容
涵盖了加强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
选育、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对

接龙头企业促进大豆产业化发展
等 5 个方面。尤其在耕地质量提
升上，他们依托黑龙江省黑土地
保护协同创新体系首席专家韩晓
增团队的技术优势，集成推广肥
沃耕层构建技术、黑土地快速培
肥、水土流失阻控技术、优势作物
高产栽培等增产增效技术，实现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爱
辉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和系统解决方案，做好黑土地保
护利用“龙江模式”在黑河地区的
推广。

数据显示，该区今年大豆种植
面积 123.51 万亩，比 2021 年增加
44.03万亩，因此可推广可复制
的高产高效典型显得意义非常。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这几天，绥化市北林
区永安镇厢黄三村的田间
地头很是热闹。绥化市仟
亿农机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连军一边指挥着除草
机工作，一边嘱咐工人仔
细清理机器上的杂草。别
看他现在一副游刃有余的
模样，几个月前他还在为
缺少运营资金，“喂不饱”
农机，采购不足种子、化
肥、农药等事情发愁。让
张连军完全没想到的是，
这种困境全因一次会议发
生了改变。

会议是由绥化市乡
村振兴局与省农业担保
公司绥化分公司、绥化市
农商银行合作召开的。
会上，张连军接触到了

“政银担”模式的衍生金
融服务产品“兴银担”，这
是以上三家为绥化域内
村集体和新型经营主体
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
真是及时雨啊！不到一
周时间，只用了公司内部
三名成员的个人信用担
保，张连军就拿到了140
万元贷款。

6月 27日下午，绥化市农商银
行中直路支行的客户经理王阳正在

审核一位“兴银担”客户的资
料，此前他已与客户

进行过沟通。
“ 身 份

证、户口本、营业执照、买卖合同，还
有章程、发票这些材料全部齐全，担
保公司出具担保函后就能向客户发
放信用贷款了。”王阳介绍，因为流
程简单，“兴银担”的金融服务模式
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

绥化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张宪
民介绍，“兴”，即乡
村振兴局。由市、

县两级乡村振
兴 局 负

责联系域内有资金需求意愿的各类
经营主体，建立“名册”并向农担公
司、农商银行推荐。“担”，即担保公
司。省农担绥化分公司在村集体设
备不准抵押、域内经营主体没有抵
押物的前提下，仅需村集体和新型
经营主体三名成员个人信用担保，
就可为其提供担保支持。“银”，即农
商银行。绥化市农商银行对于三方
均同意支持的项目，给予最优惠利
率，农担公司担保费率0.8%；经营主
体负责人是退役军人的，执行 0.5%

的担保费率。

审批流程十分简单

创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很受欢迎

“浆果皇后”美味
“蓝”不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唐海兵

绥化两级乡村振兴局协
调，农担公司、农商银行助力

三方联手
破除农户资金瓶颈瓶颈

黑河市爱辉区是今年我省6个大豆自强示范
县之一。6月末，记者走进该区西岗子镇坤站村大豆
高产创建示范区，大豆长势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

开阔平整的农田，笔直的垄沟，健壮的豆秧，株高都
在 20厘米左右，两片半复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精神
头”十足。

这里的大豆为什么长得这么好？
爱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林青华主任给出答案：

“这处示范区种植全过程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进行，为
秋季增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只有产量上去了，
农民才愿意‘照搬照抄’。让科学种植方式，

实打实落到每亩地里，带动广大小农户
多种豆、种好豆，这就是示范的意

义。”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大豆科技增产

看爱辉区如何看爱辉区如何
自强示范自强示范

爱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测量株高。

稻田里丰收的笑脸稻田里丰收的笑脸。。

绥化市仟亿农机绥化市仟亿农机
服务有限公司的大型服务有限公司的大型
农机具农机具。。

丰收的大豆丰收的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