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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个人、集体都给奖补

小小芦苇小小芦苇
化身致富化身致富

创新“居家式”帮扶车间

走进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境内广袤
的湿地中，苇荡密布，微风吹拂下，连片
的芦苇群落翩跹轻舞。

再过不久，它们将褪去青绿，披上
金黄“外衣”，被送到周边农户家中，经
过编织加工，片片精美的苇帘由此织
就。过去只能当柴火烧的芦苇，如今成
了致富增收的“金杆杆”。

近年来，富裕县创新推出“居家式”
芦苇编织帮扶车间，目前已覆盖 56 个
村，带动 3000余户农户就地就近就业，
其中1000余户脱贫户实现就业增收，年
产值实现2000余万元，村级年增加积累
200余万元，户均年增收近 6000元。如
今，完整配套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利益
链已经让芦苇编织加工成为富裕县促
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一台芦苇编织机
摆在屋子正中，富裕县
龙安桥镇小河东村村民王
玉芬熟练地操作起机器，芦
苇杆在她的手下显得十分“乖
巧”，不到十分钟，一片长 180厘米、
宽88厘米的苇帘制作完成。

“我因为生病啥重活儿都干不了，
芦苇编织对我来说正合适，不用下地，
在家随时都能干。”王玉芬指着面前的
芦苇编织机说，“这活儿前期没啥投入，
机器是县里芦苇产业园免费提供的，村
里还请来师傅教，苇帘打好了有专车来
拉，现场结账。你说这好事上哪找去？”
因为苇帘打得又快又好，王玉芬不仅实
现了增收，还成了村里的技术骨干。

“能人带动”只是富裕县培育经营主
体、壮大产业规模的方式之一，“园区牵
动”与“支部促动”同样功不可没。富裕县
农民工创新创业基地坐落在小河东村，如
今这里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芦苇产业园。

“小河东村的芦苇产业发展早、基
础好，所以县里选择在这建设产业园。”
产业园负责人关海岩介绍，园区占地面
积7.8万平方米，库存车间、加工车间等
基础设施完备，芦苇扒皮机、编织机等
生产设备齐全。小河东村党组织牵头
成立芦苇编织公司，周边村党组织领办
本村芦苇编织合作社，吸纳本村编织户
入社，建立起“党支部+公司+合作社+
农户”产业发展模式，这对促进全县芦
苇产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芦苇产业园的原料加工
车间内，57岁的王勇抱起一捆
苇秆放入去皮机。齿轮转动，吐
出一支支去掉外皮的净秆，王勇
再按照长度进行人工分拣。经过

处理后的净秆随后装车，被运送到
全县的各个村屯。
“我们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没有

芦苇资源的村屯由产业园提供原料，农户赚
取手工费，有芦苇资源的村屯则自备原料编织
苇帘，农户赚取手工费和原料费。”关海岩说，

“经质检合格的苇帘由园区集中回购，统一对

外销售。”
在距离小河东村约 40公里的富裕县绍文

乡团结村，村民贺福林正不紧不慢编织着苇
帘。炕头上，妻子徐玉红忙着将百十片成品苇
帘打包成捆，准备第二天一早送往产业园结算。

贺福林患病多年，行走不便。“2019年，村
里了解到我家情况后送来一台编织机，让我们
坐在家里就能把钱挣了，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
好。”贺福林说，芦苇产业园为编织户提供机械
维护、原料运送、技术指导等服务，驻村工作队
还购置了一辆厢式小货车，村干部兼职当司
机，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更亲近了。

为鼓励引导农户编织芦苇，富裕县不仅提
供机械、场地、技术和产品收购上的支持，还出
台了编织苇帘奖补政策。

“做芦苇编织的脱贫户除了可以拿到基本
加工费以外，还可以领到奖励补助。”小河东村
支部书记李向玉介绍，芦苇产业园在核定每片
苇帘基准价的基础上，对日均产量达到10片~
20片苇帘的脱贫户，给予每片 0.2元的奖励补
助，对日均产量超过20片苇帘的脱贫户，给予
每片0.4元的奖励补助。

“做得好的村集体也能拿奖励补助。”李向
玉介绍，发展较多编织户且带动脱贫户比例较
高的村集体，将在每片苇帘 0.2元服务费的基
础上，获得 1万元至 4万元不等的资金奖励，

“这项政策的出台，极大激发了脱贫户与村集
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推动芦苇编织产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

而作为芦苇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富裕县在
销售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工。“我们将‘上门收’
改为‘走出去’。”关海岩说，产业园与企业对接
签订收购合同，积极搭建自由贸易渠道，2019

年至 2021 年通过外贸公司销售 950 万片苇
帘。还与周边的农家乐、旅游景区合作，开发
喷绘苇帘旅游产品，3年来累计销售5万余片、
销售额 360 万元，同时积极尝试开拓网络市
场。富裕县的芦苇产业正
在走出一条经济、社会
与生态三重效益兼
而有之的乡村振
兴新路径。
图片由受访
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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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嫩江市联兴乡哈什太村：

打造“三黄”产业强引擎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嫩江市联兴乡哈什太村是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古老村落。近年来，该村探
索“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创新党建”的新
路子，深入挖掘特色产业——黄牛养
殖、黄烟种植，以及黄小米产业，强力打
造“党建+三黄”产业。

顾海伟从2019年开始养黄牛，从最
初的几头到现在的120多头，水清、草质
好让牛很少生病，让他在养黄牛的路上
越来越有信心。

种黄烟是哈什太村一项传统技艺，
70多岁的胡大娘连续种植黄烟已经 50
年了，多年种黄烟让她尝到了增收的甜
头。

在黄小米产业上，哈什太村根据本
村沙土地较多、适合谷物生长的优势，
示范引领种植黄小米。

目前，黄烟、黄小米长势良好，预计
黄烟产量70斤/亩，谷子产量570斤/亩，
产出黄小米 430斤/亩，全村 300余头黄
牛出栏补栏井然有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黄牛养殖产业黄牛养殖产业。。

□本报记者 李天池

今年我省农作物生育期降雨充足，长
势良好，从全省49个县（区）监测点调查情
况看：截至8月28日，玉米处于蜡熟期，个
别地块处于乳熟向蜡熟过渡期，大豆处于
鼓粒期，四、五、六积温带早熟品种已经串
叶；水稻处于蜡熟期，早熟品种进入黄熟
期。为积极应对不利气象条件，确保主要
农作物籽粒饱满，省农业技术推广站给出
以下指导意见：

促早熟。对于部分处于蜡熟初期
的玉米、水稻，鼓粒中期的大豆会受低
温影响，灌浆速度放缓，有条件地块建
议叶面肥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增强光合
作用，促进早熟。

防早霜。密切关注气温变化趋势，
做好早霜防范。

适时收获。做好农机具的准备和
维修调试工作，科学安排收获顺序。

玉米籽粒含水量在 28%以下，可以
进行机械直接粒收，籽粒含水量在 28%
以上建议机械直接收棒，以减少田间损
失。对于含水量较高的玉米，应适时晚
收，增加干物质积累。

大豆收获时要注意天气状况，适时
收获，以免降低品质。对贪青晚熟的地
块，一定要争取霜期前收割，以免发生
冻害。易炸荚品种应在早晨或傍晚收
获，尽量减少损失。

水稻完熟期收获，即 95%以上颖壳
变黄、谷粒定型变硬、米粒呈透明状，或
95%以上小穗轴黄化时进行收割。对于
五常、宁安、泰来优质稻产区，有条件地
方可以将半喂入水稻收获机滚筒卸下
来，改装成水稻割捆机收获，人工立捆人
字码在田间晾晒，自然脱水后脱粒。

黑龙江下发指导意见：

秋收田间这样管

□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走啊，看电影去啊。”晚饭后，双兴村
的老百姓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听说今天放《建国大业》。”不一会
儿，村民们就都聚到农担公园广场。驻村
工作队队长陈永清化身为“电影放映员”，
看大家兴致勃勃，他也从心底里感到高
兴。

在双兴村，村民们的业余生活可不
止看场露天电影这么简单。设在村委会
的农家书屋里，有 2000多册村民们爱看
的图书；占地 2万多平方米的农担公园，
是省农担公司党委帮助争取资金项目投
资兴建。公园内有森林植物园、多功能
运动场、百米红色路、荷花池……“打篮
球有篮球场，踢足球有足球场，各种健身
器械十分完备，健身的和扭秧歌的也不
用抢地方，村民健身娱乐热情高涨。”陈
永清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龙江的秋天处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在绥
化市绥棱县双岔河镇双
兴村，村民们更喜欢用
秧歌和健身操来表达心
中的快乐和幸福。

“看这些老太太，跳
得多带劲儿。”路过的人
都要啧啧称赞。让他们
感叹的，除了这些老人
的精气神，还有他们身
上穿的那套整齐漂亮的
服装。

“这都是哈尔滨分
公司党支部给我们村民
买的，一下子提升了我
们村民文化生活的档
次。”黑龙江省农业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
简称省农担公司）驻双
兴村第一书记陈永清介
绍。“去年哈尔滨分公司
党支部和双兴村党总支
结对共建，促进了双兴
村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为展现农担公司为农担当，哈尔滨
分公司党支部在双兴村选择王小双、朱
河、张军三户脱贫户作为定点帮扶对象，
制定 2年包扶工作计划，实行精准监测、
精准施策、动态管理，关注他们收入、生
产生活情况，并定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为持续巩固双兴村脱贫户收入，他
们还在双兴村开展了“强化党建引领 共
建绿色菜园”主题活动，携手公司驻村工
作队，与脱贫户签订了“小菜园”蔬菜订
购协议，通过对脱贫户“小菜园”种植的
蔬菜进行回收开展消费扶贫。哈尔滨分
公司党支部 10 名党员每位出资 150 元，
带动每户脱贫户增收 500元。“下一步，哈
尔滨分公司党支部将继续带动双兴村菜
园经济发展，打造生态宜居、产游结合、
创业增效、绿色特色的双兴村庭院‘菜
园’产业。”哈尔滨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
伟介绍。

定点包扶巩固脱贫成果

爱心奉献助力文化振兴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记者近日走访五常市龙凤镇学田村，见
证了一道水稻成熟前的新奇工序——给水
稻“敷面膜”。

“给水稻‘敷面膜’是向水稻田里喷洒水
果酵素和新鲜牛奶。水果酵素是由新鲜的
水果发酵而成，蕴含多种微量元素，增添水
稻营养的同时还能够降解农残。而牛奶中
的钙和赖氨酸、半胱氨酸和色氨酸等氨基
酸，可以被水稻吸收，使其生长更健康，降低
病菌侵袭和病害发生。酵素＋牛奶，足以补
充水稻在成长后期所需的营养。”五常市思
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姜亚杰向记者
介绍，为水稻“敷面膜”是她多次赴外地考察
中学习而来，已经进行了 5年，经过市场反
馈，有了水果酵素与牛奶加持的水稻，品质
更高、口感更好。

在思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放置水果酵
素的恒温车间内，各类新鲜水果被放在不同
的大桶中发酵。“我们以苹果、柑橘、梨等水果
为主要原料，榨汁后混合，进行1至3年的发
酵。水果酵素中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矿
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在水稻生长过程
中，多次给种子、秧苗、稻穗喷施水果酵素，可
让水稻充分吸收这些营养物质，保证稻花香
米口感更加香甜，糖类、有机酸、维生素等营
养元素更加丰富。”姜亚杰说。

在姜亚杰家的农村小院内，记者还看到
了存放新鲜牛奶的冷库。“我们喷施的牛奶是
从双城区的家庭农场买的，都可以直接饮用，
保证绿色安全。”姜亚杰说。

被问及为何要以如此“奢侈”的方式种
植水稻，姜亚杰表示，“咱省大力提倡‘绿色
农业’，用可食用的水果和牛奶作为原料，帮
助水稻长得更好、更有营养，也是发展‘绿色
农业’的一个新方式。”

如今，还未到水稻收获期，来自新疆、云
南等地的客户便纷纷打来电话预定。

水稻敷“面膜”
大米更香甜

无人机喷洒酵素无人机喷洒酵素。。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8月 26日，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
五二农场有限公司举行了异常别开生
面的玉米丰产技术现场观摩会。农场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周边地区种植大
户通过“线上学习+集中培训+实习实
训+观摩交流”，看玉米长势、听专家讲
解，深入了解了“三江平原玉米抗冷促
早丰产增效技术”原理和效果。

“这个技术我从 2020年开始用，整
体看不但节约成本，一亩地还能增产50
斤左右。”王国强和几个朋友合种了
1200亩地，他家的玉米长势非常好，“今
年苞米棒子大，而且地中间和地头儿苞
米棒子均匀一致，现在看今年增产可能
不止50斤。”

据该项目负责人、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玉米研究所王明泉研究员介绍，这
个技术被省农业农村厅列为省 2021年
农业主推技术。使用该技术较常规作
业管理，每亩可节约成本105元。

“我们就是要通过该项目的试验示
范，实现玉米栽培技术模式化、品质优
质化、生产效益最大化，进一步提高玉
米生产技术水平。”王明泉说。

三江玉米如何
抗冷促早丰产增效

□本报记者 周静

观摩会现场观摩会现场。。

振兴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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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共建开启后，双方经
常互相交流党建经验和做法，
围绕支部建设、工作亮点、合作
形式等内容，以共建为基础、共
赢为纽带、共享为目标，推动形
成“党建引领、优势互补、共赢
未来”的新格局。

扶贫先扶志。为了帮助家
在农村的大学生更多地接触社
会增加工作经验，哈尔滨分公
司党支部为他们设立了实习基
地，先后有来自北京外国语大
学、北方工业大学等学校的孩
子到基地实习，优秀学子实习
后顺利入职。公司还请来省农
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给
村民进行技能培训。

共建一定是双向奔赴。为
了帮助公司员工了解农业知
识、增加农业技能，提升服务能
力，双兴党总支又为哈尔滨分
公司员工提供实践锻炼平台。

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
党建力量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看得见的生产力。

党建力量
转化为生产力

富裕县农民工创新创业基地富裕县农民工创新创业基地。。

芦 苇 产 业芦 苇 产 业
园内的工人们园内的工人们。。

富裕县芦苇产业富裕县芦苇产业。。

驻村工作队帮村民整理蔬菜驻村工作队帮村民整理蔬菜。。

整齐划一的服装提升了老人们的精气神整齐划一的服装提升了老人们的精气神。。

不会编？
村里培育“能人”

□本报记者 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