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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眼下是疫情防控特殊
时期，也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盘锦市大洼区在引导农户分区域、
分时段进行农事活动，在全力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通过农资储
备监管、指导农户科学种植、保障农
产品生产供应等方式，全力做到防
疫不松、农时不误，确保各项农业春
耕备耕工作有序推进。

连日来，大洼区积极抢抓春耕
的有利时机，围绕“稳粮、优产、增
效”生产目标，充分发挥各级农业部
门职能作用，全力抓好春耕备耕生
产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各级农业
部门在积极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的同时，统筹抓好农资监管和
农业指导“双推进”，积极动员群众

做好春耕备耕，全面提高农田综合
生产能力，努力实现全年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目标，坚决打好今年农业
稳粮增收、提质增效的第一仗。

抓好农资市场监管，确保农资
供应安全充足。进入3月以来，大洼
区各级农业部门技术服务人员深入
到各镇街，详细了解农民春耕备耕
农资需求等情况，做到群众所需心
中有数。同时根据农民春耕备耕需
求，积极协调农资经销商及早备足
备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
油料等农资，全力帮助群众解决农
业生产上的问题与困难。

在做好农资需求的同时，大洼
区农业执法部门深入开展春季农资
专项监管治理行动，以种子、农药、

肥料、农机为重点，对全区农资经营
点以及各类农机销售、维修网点进
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严厉打
击各种制假售假农资产品等违法行
为，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确保农民用
上放心农资用品。经排查，目前暂
未发现违规种子销售问题。

加强农业指导服务，不断提高
农田综合产能。大洼区积极优化农
事服务，紧抓农时，在做好疫情防控
措施前提下，及时组织农业技术人
员走进田间地头，主动上门对接服
务农户，针对如何科学选择种子、肥
料等农资物品进行实例分析讲解，
并通过电话咨询、微信教学、视频指
导等服务方式，从播种、育苗到栽种
等各个阶段对农民进行详细指导，

帮助农民第一时间解决农业生产技
术方面问题，引领农民科学及时进
行育苗育种。

在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中，广大
农技工作者还将农情气象、技术、作
物田间管理注意事项等知识同步推
送，让农户及时掌握最新的农业信
息、天气农时、灌溉蓄水等情况，便
于更好地开展农业生产。在抓好春
耕备耕生产技术指导的同时，大洼区
各级农业部门抢时抓早开展农田工
程建设工作，加快农田灌溉上水、干
渠维护、道路修整、膜带铺设、修型整
平等工程进度，着力改善农业生产基
础设施条件，确保春耕期间农田灌
溉、翻旋耕地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伞 超 本报记者 刘立杉

大洼区打好稳粮优产增效第一仗

本报讯 正值春种春管黄金时
节，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里格外忙碌。已经扣好的育苗大
棚里，社员们正操纵着机械，做床、点
种、铺土，有条不紊地进行育苗工作。

2007年 8月，在“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刚公布一个月后，盘山县太平
镇张家村的郭凯从中觅得商机，立
刻牵头成立了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2009 年以来，太
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推行农
业生产全程机械化，为周边农民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现在，耕、种、收、管农业操作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不但有效提高
了劳动效率和作业质量，还为农民
节约了劳动成本。”太平凯地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凯说。

村民张宝友算了一笔账：“自己
育秧，雇人插秧、收割拉运、脱粒，一
亩水田需花费近 300 元。通过合作
社提供从种子、育秧、机插到后期指
导的一系列服务，一亩地的费用是
200 元。此外还可以到合作社打零
工挣钱，还是用农机划算。”合作社用

倾情服务赢得了广大村民的认可。
从 2011 年起，合作社以土地流

转方式将当地农户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安排流转出 50 多名农村劳动力
常年就业，实现短期就业 300 多人。
到今年，合作社土地流转面积 3000
余亩，累计解放农村劳动力 5000 多

人次，每年为附近镇街的2万亩粮田
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有效提升了
当地的农机化水平。

如今，像凯地农机这样开展全程
机械化作业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在盘
山已有4家。盘山县现代农业生产基
地发展服务中心农机股的工作人员夏

涛说，今年预计全县水稻种植面积为
63.7万亩，机械化播种面积为61.37万
亩，机械化收割率为96.31%，耕种（插）
收综合机械化率为96.22%，已逾九成
半。全县23.4万亩玉米全部采用机械
化播种，耕种（插）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94.4%。农械装备水平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盘山县委、县政府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步伐，不断加
强以农机合作社为重点的农机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向
种植规模化、过程机械化、服务社会
化方向发展，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进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

与此同时，为加快农机科技成
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盘山县积极
开展农机新技术推广，针对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薄弱环节推
广先进适用新型农机，并加强农机
驾驶操作、维修保养等各类实用人
才的培养。今春以来，他们已举办
保护性耕作线上培训班5期，已检修
各类农机具5400台套。

宋 远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山县水稻耕种收机械化率超九成

本报讯 随着气温回暖，盘锦
市一处处水稻工厂化大棚育秧基地
内生产繁忙。依托各类农业专业合
作组织，各地坚持防疫、农事“两手
抓、两不误”，积极开展水稻秧苗培
育，加速春耕生产步伐。

在大洼区清水镇长财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育秧现场，育苗人员熟练
地操作育秧播种机，摆盘、铺土、撒
种、浇水、覆土、装车，经过流水线上
的一道道完整工序，已播好种的水
稻育秧苗盘被整齐地摆放到了育秧
大棚内。

在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工厂化大棚育苗已有序
展开。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今年的工厂化大棚育秧照比往年

提前了一周左右。目前，合作社有6
条流水线正在运作，1条流水线每天
可育苗9000盘到1万盘，7天到10天
左右就能完成全部育苗工作。

“秧好一半收，育苗是关键。”近
年来，盘锦市水稻生产实现了从育
秧、插秧到施肥、收割的全程机械
化。这不仅为水稻稳产增产打下坚
实基础，更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集
约化生产经营，让众多农民从繁重
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

作为全省水稻主产区，今春盘
锦市准备工厂化育苗大棚7500栋，
4 栋 5000 平方米连体温室育苗大
棚，以及庭院、高台、大地旱育苗20
万床。

唐晓涛 本报记者 刘立杉

开展水稻工厂化育秧

本报讯 “这 300 万元贷款可
是帮我大忙了！”4 月 14 日，盘锦市
大洼区清水镇种粮大户李继财高兴
地说。李继财今年承包了 2200 余
亩水田地，春耕在即，但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资金短缺问题十分棘
手。正当他发愁时，农业银行盘锦
分行通过开展全域春耕备耕资金需
求调查摸排，获知了老李的资金难
题。他们第一时间组织协调，通过
特事特办、开通绿色通道等灵活办
法，在最短时间内向他发放了 300
万元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有效
解决了李继财春耕的资金难题。

进入春耕备耕期以来，农业银
行盘锦分行按照党中央、省、市及上
级行春耕备耕政策要求，克服疫情
影响，持续加大全域金融支持力度，
迅速成立业务攻坚团队，梳理支持
目标清单，开展全覆盖式春耕备耕
资金需求摸排，重点加大对种植业、
化肥加工销售等行业贷款投放，全
力保障辖区农业生产春耕备耕资金
需求。截至目前，他们累计投放春
耕备耕贷款296笔，金额4569万元，
为农业生产春耕备耕提供了有力的
信贷资金支持。

张 鹏 本报记者 刘立杉

4569万元贷款解春耕资金难题

本报讯 四月春光好，田间农
事忙。当下正是抢抓农业工程建设
的“黄金窗口期”。4 月 13 日，在胡
家镇塘坊村高标准农田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师傅们正在对干渠进行衬
砌施工。田间机器轰轰作响，工人
们戴着口罩，忙碌地进行土地平整
施工，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盘山县是全省重要的优质水稻
生产基地、全国粮食高产创建示范
县。为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
率，确保粮食稳产高产，促进现代农
业发展，今年春，盘山县启动实施了
5.5 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项
目。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
每年可新增粮食产量570万公斤。

目前，施工方正积极组织人员
力量，采取边开挖土方边整平施工
面、灌浆浇筑的方式，在保证工程质

量前提下，力争把今春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的工程进度全力抢回来。
据项目现场经理介绍，目前工程分
为 3 个工作面，全部进行 24 小时施
工，确保在月底之前完成。

今年，盘山县农业部门紧盯“高
效节水”和“地力提升”两方面重点，
计划通过修建田间配套建筑物、干
支渠节水衬砌、整修田间道路，安装
高效节水装置等，将项目区建成集
中连片、设施完善、高产稳产、与现
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
标准基本农田作业区。同时有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抓好抓细春季
农业生产，进一步为盘山县粮食稳
产增产创造条件，促进水、肥、药等
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推动农业绿
色发展。

杨 瑜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山县启动
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项目

本报讯 连日来，盘锦市老科
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组织老专家深入
农村一线，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技术
咨询，为农业丰产、农民增收献计出
力。

正值春耕备耕大好时节。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不误农时做好春耕
备耕工作，对全年农业丰收至关重
要。盘锦市老科协发挥自身优势主
动作为，为农民提供技术帮助，确保
不因疫情影响备耕。从 4 月初开
始，盘锦市老科协邀请许雷等多名
水稻育种专家，先后来到双台子区
陆家镇任家村等地，为农民传授优
良水稻品种选择及高产栽培技术。
优良品种是丰收保障，科学栽培是

高产关键，在任家村，许雷围绕优良
品种选择、优良品种标准、水稻高产
栽培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病虫害防
治、科学施肥等进行认真传授，并与
水稻种植大户进行互动，为其答疑
解惑。坐在家门口面对面聆听育种
专家的技术指导，探讨春耕备耕生
产中的问题，农民们感受到了老科
协和老专家深厚的为民情怀。

盘锦市老科协还精挑细选了
价值数千元的水稻栽培、水产养
殖、水果嫁接等方面图书，无偿送到
农民手中，为提高农民科学素养提
供智力支持，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与
好评。

王 强 本报记者 刘立杉

老专家进村入户送技术

今年一开年，
盘锦市就组织协
调相关涉农部门，
全面投入到春耕

备耕生产工作中来。在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兼顾
当前春耕备耕重点工作，保
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做好春耕生产，事关农
业全年谋篇布局，事关经济
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盘锦
市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农业
企业复工复产，坚决做到农
业生产、春耕备耕和疫情防
控“两手抓、两不误、两促
进”，为今年农业取得丰产丰
收打牢基础。

4 月 14 日记者获悉，在刚刚闭
幕的盘锦市春耕备耕农机农资农产
品展销会上，各农机厂商现场销售
及意向订单交易额近千万元，带动
农产品、特色食品等商家销售产品
3万余件，交易额近50万元。

此次展销会汇集了近百家农
机、农资、农产品知名企业，展出领
域涵盖现代农机装备、二手农机、农

用物资、特色优质农产品及盘锦老
字号食品等。

展销会以互动体验形式，将优
质的农资产品、前沿的农业植保技
术、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送到农民
身边，为农机生产、经销和推广使用
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实现了“一站
式、零距离、全方位”服务。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摄

家门口展销农机农资农产品

图说 TUSHUO

春耕一线YIXIAN

战疫情 抢农时 稳生产
——盘锦实施九个“早”抓实抓细春耕备耕

刘 松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市细化细分，科学指导企
业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耕
备耕等各项工作要求，以确保春耕
农资量足质优。

为此，盘锦市农业农村局专门
成立农业小组，通过现场检查、查阅
资料等方式，连续对全市27家大型
农药、种子、化肥、育苗、蔬菜、肥料
企业进行全覆盖摸底，全面督查企
业复工生产、企业复工人员疫情防
控宣传、疫区返乡人员摸排、企业防
控措施落实，以及春耕备耕物资准
备等工作情况，指导企业落实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推动企业稳步有
序复工复产。

盘锦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今年
全市计划整地机械化水平、玉米播
种机械化水平都将达100%，计划插
秧机械化水平达到 96%。为此，涉
农部门提早安排农机装备。截至目
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62.2万千瓦，
其中插秧机保有量7409台，大中型
拖拉机保有量4030台，水稻联合收
割机保有量 1916 台。目前全市已

争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550万元，
并已下摆到县区。农机技术人员和
农机销售企业相继开展送科技下乡
活动，做好农机检查、保养、维修。

在病虫防控上，盘锦市紧盯今
年流行性病虫害和迁飞性害虫存在
局部地区偏重发生风险实际，已作
出科学应对预案，做到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
备耕，盘锦市针对当前疫情给农业
生产带来不便的现实情况，要求各
县区工作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
下，引导组织农民和各类经营主体
有序下田，分时分段下地，分散干
活，避免人员聚集。推广病虫害防
治、机械翻耕等专业化服务，减少农
民外出劳动作业人数和频率，实现
联防联控，坚决遏制农村地区疫情
蔓延。同时各相关涉农部门不断增
强服务意识，主动帮助解决春耕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助推企
业科学有效抗击疫情，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细化服务 确保春耕农资量足质优

为取得好收成，今年盘锦市早安
排、早准备、早动手，通过春耕物资早
下摆、水稻育苗早准备、春耕技术早指
导、农资市场早监管、病虫防控早测
报、农机装备早安排、疫情防控早落
实、复工复产早行动、惠农政策早宣传

“九个早”，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今
年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预测，盘锦市今年全市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稳定在 180 万亩以上，其
中水田160万亩，旱田20万亩。目前，
全市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已全部恢复
生产，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充
足，各项物资已陆续下摆。在水稻育
苗工作上，盘锦全市已建成工厂化育
苗大棚 7500 栋，4栋 5000 平方米连体
温室育苗大棚，可供 130 万亩水田机
械插秧；庭院、高台、大地旱育苗20万
床，可供30万亩机械插秧。

在春耕技术指导上，盘锦市农业
农村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技术优
势，结合墒情、温度等实际情况，筛选
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积极推广
水稻工厂化育秧、测土配方施肥等种

植业生产关键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技
术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他们还创新指导服务形式，开展远程
线上技术指导服务，运用手机、网络、
微信、QQ 等手段，为广大农民、各类
经营主体提供远程技术诊断、技术指
导、技术咨询等服务，开展线上不见面
指导，减少人员的流动和接触，做到疫
情防控和技术指导两不误。

为确保春耕生产用种安全，维护
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盘锦市进一步加
大全市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力度，成
立市级春耕农资保供组，调度种子、农
药、化肥重点生产企业保供工作情
况。他们从 3 月中旬起，展开 2020 年
春季农作物种子监管专项行动。全面
启动农资打假“春雷行动”，围绕春耕
期间需求较大的种子、肥料、农药等重
点品种，会同县区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
动，打击销售假劣及转基因种子违法行
为，严禁无证生产、未审先推、套牌种子进
入市场，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截至目
前，全市出动700余人次，排查企业、市
场、门店、合作社、大户等900余个（次）。

科学应对 战“疫”与农技指导两不误

盘锦市新兴镇农民正在水稻育秧大棚内进行水车喷水作业。（资料片）

高升镇农民进行机械化玉米播种。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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