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行进于鞍山市台安
县八角台街道雅化村，只见道路两
侧的花田内，处处是紧张忙碌的身
影，花农们个个干劲十足。

“目前，全村花卉种植专业户
已达 300 多户，花卉产业每年产值
5000万元左右，平均每亩收益上万
元。”雅化村党支部书记何旭告诉
记者，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引
导下，以福禄考为主栽品种，雅化
村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宿根花卉种
植专业村，还被誉为“中国福禄考
之乡”的美誉。

特色是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
重要引擎，它不仅孕育彰显着地方
特色，更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
键支撑。为此，鞍山市按照“区域
化布局、品牌化经营、产业化发展”
的思路，坚持规划引领、发挥优势，
全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夯实农业
发展基础。

鞍山以划定的东部山区生态
农业区、中西部平原沿河高效农业
区、城市近郊都市农业区三大重点
优势区域为载体，全力推动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

其中，东部山区生态农业区包
括岫岩满族自治县、海城市和千山
区的东部山区。鞍山市力争发挥
山区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突出发
展水果、食用菌、中药材、山野菜等
特色产业，形成特色型、生态型农
业发展区。同时，着力做好以南果
梨为代表的乡土产业，积极建设

“辽宁省鞍山市鞍山南果梨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中西部平原沿河高效农业区
包括海城市中西部和台安县沿河
地区。重点发展设施蔬菜、温室瓜

果、花卉产业，力争形成设施型、精
品型高效农业发展区。同时，围绕
蔬菜种苗产业，打造省内最大的海
城工厂化蔬菜育苗中心。

城 市 近 郊 都 市 农 业 区 包 括
千山区和县城附近区域。鞍山
力争发挥城市近郊优势，重点发
展宠物、观赏鱼、设施蔬菜、精品
花卉、温室瓜果等产业，形成科
技型、观光型都市农业发展区。
同时，建设鞍山花卉生产基地，
以鞍山城区、台安县城郊、海城
开发区、东四方台、毛祁为重点，

建立鲜切花宿根花卉和精品盆
花基地，重点建设君子兰标准化
生产基地。此外，实施鞍山观赏
鱼养殖基地建设，加强鞍山观赏
鱼品牌建设。

在此基础上，鞍山市还出台了
鞍山南果梨产业链发展规划、鞍山
市食用菌产业链发展规划等，明确
特色产业发展的重点及推进措
施。其中，发展食用菌产业将从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品种结
构、推进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等重
点上持续发力。

因地制宜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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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以前种的普通西红柿每公
斤 1元还不好卖，如今在‘桂特派’
的指导帮助下改种富硒柿子，每
公斤价格高达 36 元不说，货都不
够卖。”谈起收入发生的巨大变化
时，岫岩满族自治县红旗营子乡
矿山村蔬菜种植户佟守东满口都
是对鞍山市科技特派员桂永帅的
感激，正是在桂永帅的技术支持指
导下，让他深刻感受到了科技兴农
的力量。

事实的确如此。为助力农业
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鞍山市
围绕农业产业布局积极开展科技
攻关，加强创新基地平台建设，深
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同时，以
粮食主产区为重点，推动实施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此外，
还积极加强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
支持企业推广应用先进技术装备，

加快技术改造升级。
此外，鞍山市还从培育本地品

牌、促进绿色生产、扩大品牌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发力，积极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鞍山市积极培育本地品牌，在
全市涉农县（市）区内开展“鞍山
市特色农业品牌”评选，评定出

“鞍山特色农业品牌”49 个，积极
推进品牌强农，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建立政府、协会和企业三方
联动机制，推进绿色、有机认证，
扩大“二品一标”覆盖率。此外，
强化生产规范化、产品安全化、营
销品牌化、管理信息化、服务专业
化“五化”模式，带动区域农产品
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市
已有绿泰佳葡萄等 37个产品通过
有机、绿色食品认证，鞍山南果梨
等 13个产品被列为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
鞍山市还积极打造区域公共

品牌，扩大农产品区域影响力。全
市以鞍山南果梨等特色产业为抓
手，引导民营企业加强联合与协
作，共同打造农产品“地域名片”，
并积极与企业家协会、京东科技、
中联加互联网科技发展研究院、沈
阳农博网等对接，共同研究探讨南
果梨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同时，积极宣传推介，扩大品牌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精心安排
了 10 家企业、20 余种特色农产品
在 2021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
产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大会集中
展示推介，成功举办中国鞍山第九
届君子兰精品展等。

产业发展齐发力，百花齐放春
满园，鞍山已奏响乡村振兴的新
乐章。

提质增效 强化科技支撑和品牌创建

本报讯 为推动乡村振兴，鞍山市全
面升级“农民职称”评审工作，加强农村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34名农民获评高级农业技师，424人获评
农业技师，677人获评农业技术员。

据悉，鞍山市出台了《关于鞍山市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实用人才专业技术
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于2月末启动
了农村实用人才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
并在 7月 13日完成了全部专业、等级的评
审工作。本次评审优化了评审专业，增加
了园艺、观赏鱼、宠物、设施农业、经纪人等
十余个符合本地农业产业结构特点的相应
专业。同时，增设评定等级，由原来单一的
高级农业技师，变成了分层次设立的农业
技术员、农业技师、高级农业技师三个等
级，让农民可以通过努力干出名堂、获得
职称。

鞍山市注重评审工作的实用性，高级
农业技师评定后，将建立市级农村实用人
才专家库，遴选出 100 名专家分行业成立
专家小分队，到田间地头现场答疑解惑，为
农产品品牌创建、农业规划、农业项目发展
提供技术指导服务。下一步，鞍山市将对
获得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信息技
术、融资支持、产品推介等方面的扶持，为
他们干事创业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134名农民
获评高级农业技师

本报讯 鞍山市气象局日前发布的
《2021年农业气象产量预测》显示，当前鞍
山玉米、水稻等重要粮食作物处于产量形
成关键时期，各地需提前做好准备，预防积
水、涝渍等灾害，同时注意增施化肥、加强
病虫害监测。

经实地调查发现，因前期雨水充足，玉
米拔节时间较长；因光照偏少，水稻生育期
延后了 1天至 3天。目前鞍山全市各类大
田作物生育期与历年基本持平（岫岩地区
偏晚一些），玉米处于抽雄开花期，水稻处
于分蘖后期至孕穗期，大豆处于结荚期。
截至 6 月底，全市粮油作物除了部分地区
玉米植株较细弱，总体苗情长势较好，无明
显病虫害发生。一类苗占比达 88%，较去
年提高 4%；二、三类苗占比分别为 11%和
1%，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和2%。

气象部门建议，因各地降水过多，要预
防部分地区农田出现积水、涝渍等灾害；对
脱肥地块增施化肥，对抗逆性差或贪青晚
熟品种增施磷肥、钾肥，增强抗性促早熟；
加强病虫害监测，及时防治。

发布气象产量预测
为农业生产“把脉”

本报讯 记者 7月 28日获悉，为确保
汛期农副产品价格平稳运行，鞍山在全地
区启动了蔬菜和肉蛋类等品种价格监测预
警机制，要求五城区七大农贸市场增加日
监测频次，对近期价格波动幅度较为明显
的叶类蔬菜以及猪肉、羊肉价格进行重点
关注，实时了解供需、生产运输等相关影响
因素，做到及时采价、沟通和预警。

鞍山市充分发挥价格监测职能，利用
“鞍山价格监测工作微信群”每日发布农副
产品价格尤其是粮油、肉类和蔬菜等价格
波动变化，对波动幅度较大的品种提醒监
测点重点关注。与此同时，全市相关部门
与各大农贸市场价格监测信息员进行一
对一了解沟通，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并指
导城区价格监测人员开展线上和线下巡
查巡视，及时分析和预测价格走势。此
外，增加农副产品价格监测的透明度，利用
相关媒体，每日发布主要农贸市场蔬菜和
肉蛋类价格信息，以及重要商品价格走势
分析信息。

汛期农副产品价格
监测预警机制启动

本报讯 记者从鞍山市邮政管理局获
悉，今年上半年鞍山快递行业交出亮眼“成
绩单”，业务量同比增长近七成。业内人士
分析，5G 更多融入市民生活，拉动了快递
业务量增长。

据统计，上半年，鞍山全市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7620.61万件，同比增长
67.74%；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83亿元，同比
增长 24.33%。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1057.78 万件，同比增长 45.67%；异地业务
量 累 计 完 成 6561.38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71.97%。

业内人士分析，鞍山快递业务量和业
务收入的大幅上涨得益于 5G 业务对市民
生活影响更广泛，移动互联网给市民带来
的便利更多，电子商务行业处于加速发展
状态。

今年以来，伴随直播带货的兴起，全民
直播、全民带货成为全新经营模式。此外，
鞍山西柳服装、岫岩玉等特色产业电商直
播的飞速发展，为鞍山电商经济发展注入
活力，让快递物流行业受益。

上半年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近七成

鞍山市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按照省委工作

要求，紧紧围绕“抓发展、促振
兴”，从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强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强化农业科技
支撑和品牌建设等重点环节发
力，不断加快农村产业发展，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提高农民收
入，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上半年，鞍山市农业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新增设施
农业0.39万亩,全市县域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8.3%,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2%，
增幅列全省第一位。落实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
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农村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全国农
村商业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海城
召开。

鞍山时讯SHIXUN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刘家伟采写

铺就“好路子”鼓起“钱袋子”
——鞍山提升农村产业质效和竞争力推动乡村振兴

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穿
梭，作业人员挥汗如雨……当下，
走进鞍山市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年产 4 万吨食品深加工项目
工地，只见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施
工现场热火朝天。

作为鞍山市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的代表项目之一，该项目包
含年加工 4 万吨出口熟食和年加
工3万吨调理品子项目，主要建设
车间、冷库、消防水池、污水站、宿
舍楼、库房及其他附属用房等。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6 亿元，新
增就业600人。

鞍山市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
要环节，以园区为依托，以项目为
载体，不断提升地域特色农产品加
工能力，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拓宽增收链，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鞍山市紧紧围绕粮食生产、饲
料加工、畜禽养殖、屠宰等，全力打
造农副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其
中，上游积极推进种植业规模化发
展、畜禽的养殖升级，补全兽药、饲
料、选种、育种以及其他方面农产
品加工业原材料产业链的构建要
素，推动建设台安牧原百万头生猪
基地。下游依托台安白羽肉鸡产
业集群等农产品加工重点项目，推
进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建设，加强
物流尤其是冷链物流的建设等。

在推进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建
设方面，鞍山市按照省级农产品加
工示范集聚区建设标准，提升园区
项目承载能力，完善功能，突出特
色，使园区成为企业孵化、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和人才交流的平台。
其中，围绕台安县农产品加工集聚
区积极推进农副食品深加工产业
发展，着力发展畜禽深加工、食品
加工产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向
集群化、园区化、特色化、高端化、

品牌化迈进，力争主营业务收入年
均增长 7%以上，努力打造百亿级
集聚区。

在加快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
方面，鞍山市围绕产业定位，突出
特色，持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吸
引农产品加工企业集聚，推进产业
向中高端迈进。其中，在发展海城
市果蔬和粮食饲料等农产品加工
方面，重点推进南果梨酒、果汁果
脯等项目；在发展台安县肉类制
品、粮油果蔬等加工方面，重点推
进肉鸡屠宰加工、熟食制品加工及
骨粉加工等项目；在发展岫岩县食
用菌、果蔬、中药材等加工方面，重
点推进软枣猕猴桃、香菇种植及加
工项目。

在积极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方
面，鞍山市围绕南果梨、食用菌等
农业特色产业链，积极推荐一批省
级龙头企业，认定一批市级龙头企
业，并鼓励龙头企业与国家科研院
所、高校联合成立产学研合作基
地，开展农产品加工关键和共性技
术研发等。同时，支持有条件的企
业加强与欧盟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在农业投资、科技、加
工机械装备等领域合作，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鞍山市还着力支持农产品加
工企业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模式，企业采取
自建、共建、订单收购等方式，建立
稳定的原料基地，实现产业前延后
伸。同时，鼓励农事生产企业等主
体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向后
延伸，实现接二连三全产业链经
营。此外，健全一二三产融合机
制，建立“生产+加工+农户”的要
素聚合机制，完善“企业+基地+农
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带动农户深
度参与一二三产融合，并支持龙头
企业牵头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支持
力度。

延链强链 深耕农产品加工业

“这里整合了多家快递公司的
分拣和派送业务，不仅为每家公司
每年节约开支 2万余元，而且还能
为村里的电商提供更便捷、更优惠
的外运服务，特别是可为村民提供
快递代收、寄存、派送等服务，极大
地促进了农村地区消费的升级。”7
月 23 日，谈起去年村里投入运营
的中小村电商服务站时，海城市中
小镇中小村党委书记姜永波对服
务站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所起的作用连连称赞。

姜永波的感受，正是鞍山市不
断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产生成
效的真实反映。鞍山市紧紧围绕“县
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
工作思路，立足乡村，贴近农民，以
逐步健全商业网络、壮大商业主体、
改善消费环境、提升农产品流通效
率为抓手，不断加强农村商业流通
体系建设，提高便民服务能力和商
品流通质量，激发农村市场活力。

鞍山市以集聚圈带动周边商
贸业态共同发力，全面推动形成生
产加工性组织、销售商、批发市场、
零售商、第三方物流组织以及各种
产业化组织，力争将分散型企业汇
集到一起，用集聚圈酝酿更大集聚
效应，为全市农村商业发展筑底。
其中，海城市已形成了以西柳市场
集群为龙头，以南台箱包、海城建
材等为两翼的梯次商圈，通过集聚
各种业态、商品、服务，形成不同规
模的商圈，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
多功能的服务。

在推动县域商业中心区建设方
面，鞍山市整合多方资源并开展升

级改造工作，全市县域已建成25个
初具规模的大型商务网点，通过这
些网点将城市发展模式注入县域商
贸流通中。其中，海城市引导商业
向重点路段集聚，形成了以商场、连
锁生鲜超市、酒店等商贸流通业态
为骨架的商业中心和由6条特色商
业街组成的商业中心区。台安县整
体筹划，通盘考虑，形成了以台安县
公园为主的夜经济产业链、以金山
迪雅溪谷小区为主的特色餐饮一条
街、以服装鞋帽为主的轻工一条街
和台安县文化夜市一条街。

在推动新兴农村商业模式发
展方面，鞍山市积极探索将连锁零
售企业向农村下沉，以投资入股、
合作经营等方式打破传统的农村

“夫妻店”等经营模式，整合资源，
转变陈旧经营业态，升级为具有现

代化经营能力的公司型经营模
式。其中，推行的“辽叶 e家”连锁
加盟店，通过大力实施连锁品牌进
乡村、先进技术进乡村、品质商品进
乡村、现代物流进乡村、安全诚信进
乡村、配套服务进乡村等“六进乡村”
举措，不断提升农村普通食杂店经营
水平，打造全省零售连锁品牌。

鞍山市还以全面推进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推动“一
中心 三基地”建设等为重点，加快
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其中，海城西
柳服装产业集群直播基地以西柳
电商产业园网货城为核心，通过相
关部门指导发展，目前，西柳电子
商务产业园已被打造成集公共服
务中心、品牌孵化中心、电商培训
中心等六大功能体系于一体的综
合性服务园区。

释放活力 健全县域商业体系

台安县八角台街道雅化村千亩花田铺就富裕路。 李东奎 摄

鞍山南果梨畅销全国。(资料片)

繁荣的西柳中国商贸城。(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