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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新年刚过，太子河区农经局在
王家镇尤户屯村推出“互联网+定制
农业”，通过微信群、新闻发布会、媒
体宣传、社会宣传等方式让市民与
家庭农场精准对接。“定制农业”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生
产，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保证了农民

的生产性经营收入。
在“定制农业”的模式下，定制

化服务的核心是绿色化生产，人们
对于食品安全的追求让农村生态环
境有了一定的保障，打通了从田间
到舌尖的绿色屏障。

在推行“互联网+定制农业”中，

家庭农场在水稻定制田和笨猪定制
圈安装摄像头和无线上网设备，定
制者通过手机终端下载，在任何地
方都能看到自己定制的水稻田里的
各种农事活动、水稻长势和生猪喂
养过程，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精准对接。

“互联网+”让产销精准对接

9月26日9时，辽阳市太子河区
沙岭镇高洛子村“第一书记”卢丁育
在田间地头走了一圈。看着丰收在
望的水稻和日益长大的小龙虾，卢
丁育满怀欣喜地说。这一年，卢丁
育为村里争取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200万元，从村民手中流转2.67公顷
土地，建设 5栋温室大棚，成立了合
作社；顺利完成小龙虾良种繁育基
地项目实施方案，带领 17 户农民养
殖小龙虾，即将迎来 6.67 公顷水田

地套养小龙虾的丰收季……
卢丁育，来自辽阳市师范附属

小学，2018 年 5 月被选派到沙岭镇
高洛子村任“第一书记”，很快和乡
亲们融为一家。

从那时起，无论阴晴雨雪，每天
早上，总有一个年轻的身影行走在
沙岭镇高洛子村的田间地头。“村里
事就是我的事，村里人就是我家
人。他们健康，他们快乐，我就幸
福。”卢丁育笑着对记者说。

走访中，卢丁育为身患尿毒症
的 45 岁村民高文广申报了低保，为
低保户申请补助……不论是休息日
还是下班后，只要村里需要她，卢丁
育就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她把
根扎在了高洛子村。

在卢丁育的带领下，曾是软弱
涣散村的高洛子村各项党建工作有
了新起色。她组织爱心党员成立

“郭明义爱心团队”，为村民解难题、
办实事，先后为 56 户困难党员和困

难村民送去温暖和关爱；充分利用
“三会一课”“两学一做”等活动平台
为党员提供交流和学习机会；创办

“高洛子村党建小报”，让村民从小
报中了解近期村里活动及重大问题
事项……

从三尺讲台到田间地头，农村
的广阔天地，留下了卢丁育挥洒青
春的印记。“城里来的‘第一书记’
成了我们自家人。”这是村民对卢丁
育的评价。

“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成了我们自家人”
本报记者 严佩鑫

40 年弹指一挥间，一个庄稼汉
带领乡亲用辛勤的汗水闯出了一条
稻米产业发展致富的新路，以行动
验证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我富了，
不能忘了乡亲。”这个庄稼汉就是辽
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双台子村村
民、太子河区洪茂种植家庭农场场
长、辽阳富益康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杨景仕。

9 月 25 日，双台子村的一块观
赏稻田里，62 岁的杨景仕正忙着布

置稻田画的拍摄路线。1983 年，杨
景仕开始承包水田和旱田，并且承
包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 从 1992 年 到
2012 年，杨景仕流转水田稳定在
66.7 公顷，建起了辽阳市杨氏大米
加工厂，购置了大米精选机、收割机
等设备，每年的收入稳定在50万元。

截至目前，杨景仕先后流转土
地 333 公顷，建设水稻育苗大棚 40
栋，购置了各式拖拉机 8台、插秧机
6 台、久保田水稻收割机 2 台、大型

喷药机械2台等设备。
为带领更多农民致富，杨景仕

组建起辽阳市太子河区洪茂种植家
庭农场和辽阳富益康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实现了统一品种、统一大棚
育苗、统一机插秧、统一配方施肥、
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集成技术管
理、统一机械化收获、统一品牌和统
一包装销售，整个水稻生产实现了
现代农业专业化水平。近年来，合
作社已带动630户农户入股，入股农

户因种植精品大米走上致富路。
为做大做强稻米产业，2016年，

他们生产的大米通过了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并注册“双台杨四”和“朝夕香
簇”商标。2017年，杨景仕发展了“互
联网+蟹田稻认养+休闲观光采摘”新
产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洪茂种植家庭农场和
专业合作社的富硒香米品牌知名度
越来越高，多次在省市举办的产品
博览会、展销会上获奖。

“我富了，不能忘了乡亲”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9 月 23
日秋分这一天，辽阳市太子河区沙
岭镇及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放下手
中的农活，纷纷来到稻田地头的乡
村大舞台，载歌载舞，自娱自乐，品
尝绿色富硒大米，拍摄金秋收获美
景，尽情体验丰收的喜悦。

金秋时节的沙岭镇双台子村格
外迷人，成片的金色稻谷丰收在望。
今年，太子河区农业喜获丰收，沙岭
镇3333公顷绿色水稻由于风调雨顺
加上科学管理，更是迎来有史以来的
大丰收，订单不断，畅销国内。

当天一大早，当地农民怀着喜
悦的心情，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双台
子村的乡村大舞台观看节目。舞台
上，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引吭高
歌，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丰收，吸引
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丰收

节，真是太高兴了，希望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双台子村村民马启策
激动地说。

庆祝丰收节，双台子村的特色
农产品可不能少。洪茂家庭农场特
意拿出 100 公斤富硒大米，做出香
喷喷的米饭，配上农家拌菜，免费请
乡亲们和游客现场品尝，同享丰收
的果实，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近年来，太子河区在沙岭镇大
力发展功能稻米种植，2017年建立
太子河区沙岭功能稻米小镇，由太
子河区洪茂种植家庭农场等3家家
庭农场组成。2018年，小镇被辽宁
省功能农业专业委员会授牌为“沙
岭功能稻米小镇”。现在，沙岭功能
稻米小镇优质水稻种植面积达 700
公顷，富硒富锌种植面积达 333 公
顷，为太子河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注入了新动力。

欢声笑语庆丰收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9
月 26 日，记者获悉，辽阳市太子河
区已在全域实行农村生活垃圾“三
分法”，即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和“其他垃圾”进行分类。

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
中，太子河区先后投入400余万元，
采购专业清运车 9 辆、垃圾压缩箱
220个、垃圾桶600个，并在沙岭镇、
王家镇分别建设现代化垃圾中转站
2 座，实现覆盖沙岭镇、王家镇、东
宁卫乡、祁家镇、望水台街道5个乡

镇（街道）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和清
运服务。

根据《太子河区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太子
河区组织全区59个行政村的400余
名党员干部及村民代表到灯塔市学
习“三分法”先进经验。目前，太子
河区各乡镇（街道）已制作张贴垃圾
分类宣传展板及《致居民的一封信》，
发放垃圾分类减量宣传品，引导村民
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自觉对生活垃圾
进行科学分类、排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行“三分法”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真是太方便了，我每天都要到这里
看看当天的天气情况。尤其是最
近，临近秋收，就更加关心天气的变
化。”9月26日，看着清晰的大屏幕，
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双台子村居
民杨秀兰兴奋地说。

今年，辽阳市气象局积极支持
太子河区沙岭功能稻米小镇建设，
在洪茂种植家庭农场建设了田间气
象站。经过一系列的安装、调试，现
已正式投入运行。田间气象站使田

间地头的气象信息及时、精准地传
达给用户，解决了气象传达的“最后
一公里”难题。

田间气象站由监控平台、采集
系统、通信系统、传感器系统、供电
系统、实景监测系统、机械安装件系
统七大部分组成。其可同时测量空
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雨量、土壤温
度、土壤水分、光照强度、大气压力
等多种气象环境要素，结合实景观
测和LED显示屏，使气象服务更直
观地覆盖农业种植大户。

沙岭镇有了田间气象站

9月25日，辽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组织“阳光照心间”心理健康志愿服务
队走进太子河区消防大队。消防指战
员首先体验了沙盘游戏，以此缓解他
们的心理压力。

活动中，辽阳四院为消防指战
员发放 500 张心理测评卡，通过心

理测评、沙盘测试等方法评估消防
指战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消防指
战员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并提供个
性化心理辅导，帮助他们缓解释放
压力，构建消防指战员心理健康的
社会支持系统。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摄

心理专家给消防指战员减压

今年以来，辽阳
市太子河区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以突出
农业创新为主题，以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为重点，以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为中心，大
力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金秋时节，走进太子河区
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多姿多
彩的农业创新项目令人耳目
一新：功能农业、定制农业、休
闲农业……太子河人正在用
他们的实际行动激活农业创
新的梦想田园，带动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9
月 26 日，记者获悉，辽阳市太子河
区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业务实现一
站式办理。

为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太
子河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一网
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
便民化措施。太子河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审批科进驻区行政大厅后，普通
货运车辆营运证办证、年审等业务均
到服务中心一次性办理，全面实现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一网一门一次”
的办理要求，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少
跑腿”，大幅度提高了为企业及群众
服务的便捷性，加快了太子河区行政
审批事业的改革进程。

交通运输审批实现一站式办理

太子河区短讯 DUANXUN

记者在现场XIANCHANG

图说 TUSHUO

产业创新让土地长出“金豆子”
——辽阳市太子河区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纪实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并摄

9 月 26 日，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
镇双台子村，慕名而来的游客兴致勃
勃地观赏稻田画，领略田园风光。“我
是回头客，这里的稻米品质好，家人喜
欢吃。”鞍山市民张女士和朋友参观农
场后，订购了500公斤富硒香米。

其实，这得益于太子河区功能农
业的发展。太子河区在全省率先尝试
功能农业，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或其他
生物技术手段使农产品达到营养化、
功能化，从而具备某种保健功能性，满
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所需要的硒、
锌、钙、铁等，进而达到增强人体免疫
力、抵御疾病、延缓衰老的目标。

3年来，在硒先生（辽宁）生物纳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力支持下，沙岭
镇洪茂种植家庭农场的水稻进行了富
硒富锌种植。生产出来的富硒香米经
原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检测，每千克稻米含硒量达180
微克至210微克，比国家标准每千克普
通稻米含硒量的22.3微克提高8倍至
9.4倍，实现了每人每天食用半斤富硒
香米就可以达到科学定量补硒的梦想，
为引领未来农业发展和提高人体免疫力
等人民增寿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9 年太子河区《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加强沙岭镇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设，新增富硒等优质水稻种植面
积667公顷”的新思路。今年，辽宁省
功能农业专业委员会为沙岭镇授牌

“沙岭功能稻米小镇”，同时，沙岭镇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为沙岭镇树立品
牌意识、提高富硒香米的知名度、提升
农产品的附加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奠定坚实的基础。

功能农业
叫响产业知名度

在太子河区东宁卫乡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内，辽阳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了133公顷创意农业旅游观光
园，其中，生态蔬菜种植基地6.67公顷，
大棚 20 栋，蓝莓基地 25.3 公顷，果园
86.7公顷，加工及销售区4.67公顷。

近年来，三禾农业以成熟的薏米
原料种植生产基地为依托，立足当地

市郊地域优势，以特色产品薏米为链
条，将薏米、生态果蔬产品的种植、繁
育，禽畜类产品的养殖，薏米、果蔬、禽
畜类产品的加工生产，相关种植养殖、
加工产品的线上线下销售，休闲农业
观光旅游融合贯通，打造集种植养殖、
生产、销售、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农业产
业基地，形成农产品生产基地、产地粗

加工、精深加工、流通服务体系以及旅
游观光等环节的全产业链。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辽阳三禾创
意农业旅游观光园吸引了许多都市
上班族前来休闲放松。忙碌的都市
人来到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亲子
采摘、观赏田园风光，非常惬意。

作 为 全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示 范 基

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的三禾农业还为游客推出各种特
色定制项目，有耕作体验、DIY 手工
作坊、特色餐饮、主题婚庆、碧海云天
垂钓、户外游乐等。

今年，太子河区设计规划建设王
家镇东台村湿地生态观光休闲旅游
区，用农业创新激活梦想田园。

休闲农业扩展产业内涵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
家的现代化。太子河区非常重视现
代农业的建设，今年年初，区委、区
政府列支 100 万元鼓励土地流转。
截至目前，太子河区已有 6453 公顷
土地流转到农事企业、家庭农场和
合作社，建设高标准粮田 533 公顷，
建设东宁卫乡和沙岭镇两个农业示
范园区。

同时，太子河区农业机械化也

在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太子河区拥
有农机总动力6.8万千瓦，农机总值
达 9500 万元；在册各类拖拉机 908
台，其中，大中型887台、小型21台；拥
有收获机113台，其中，水稻收获机63
台、玉米收获机50台；拥有玉米播种机
299台，自走式水稻插秧机129台。

目前，太子河区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83%，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92.2%，玉米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86.3%，实现秋季深松整地1000公
顷。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从播种到
收获全程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尤其
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面，由坐落在
该区的诚润农业（辽宁）有限公司派
出 14 架无人机进行精准防治，实现
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 266 公顷。据
测算，现代农业的发展，每年为农村
节省劳力 20 万人次，增加农民收入
4000万元。

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进入新时代，舌尖上的安全是市
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走进太子河区
沙岭镇万亩富硒优质水稻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答案自然见分晓。园区
内，太子河区洪茂种植家庭农场修建
了一个高 3.5米、宽 2米、长 150米的
观景栈道，登上栈道映入眼帘的是微

笑笑脸、马到成功、都市夜景、快乐骑
行、摄影者、登山者、动物等9幅稻田
画，游客在栈道上、稻田里留影拍照，
游玩之后去品鉴富硒香米。每年，沈
阳、鞍山等地前来参观、品鉴富硒香米
的游客已突破万人。

近年来，沙岭镇政府大力建设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制作稻田画、开
展社区与农场互动、实施绿色防控、强
化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等措施，树立沙岭大米品牌，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如今，通过游客到基地
游玩、品鉴，进一步了解绿色大米的生
产过程，沙岭大米的品牌也随之叫响。

农业园区引领绿色发展

稻田画吸引众多游人观赏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