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剪机采夏秋茶
■ 本报通讯员 舒春龙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文/图

6 月 17 日下午，在石台县丁香
镇石泉村， 宏源茶业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忙碌景
象， 正在揉捻的员工卢又林告诉记
者：“茶忙时节， 鲜叶供货越多加工
就越忙， 我们这个月经常会通宵赶
工。 ”据了解，鲜叶一般经农户清晨
送上门，由茶厂集中称重摊凉后，再
送去生产环节。

“夏秋季机剪茶有近 4 个月采
摘期， 平均一亩每月能赚 2000 多
元， 今年估计眉茶可生产 30 万斤，
红茶可以收购 17 万斤，预计全年总
产值近 500 万元。 这里员工 40 余
人 ， 每个月人均工资可达 15000
元。 ”企业负责人陈显源介绍，企业
从事眉茶生产和红茶加工， 产品销
往杭州、黄山、宣城等地。

夏秋茶与春茶不同，主要生产大
中茶，人工采摘成本高。大规模生产必
须通过机剪机采的方式，而且要在条
形、平地茶园才能实施。石台县曾种有
夏秋茶，但受老旧茶园地形地貌和采
摘机械条件的限制，无法实施机剪机
采，生产量少，难以大规模发展，这也
导致了多年来大量茶叶资源的浪费。

近年来，该县通过科技下乡，改
造发展无性系茶园、种植条形茶园，
并随着新型机械化设备的投入使
用， 使这片土地上夏秋茶的大面积
生产成为可能。

石台县茶产业中心主任汪升毅
说：“茶产业作为石台的主导产业，是
群众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而夏秋茶
的大规模开发生产， 延长了采摘期，
改变了以往春茶单季产出的局面，实
现了当地茶资源的综合利用。 ”目前，
石台县有夏秋茶近 2 万亩 ， 带动
12000 名到 15000 名茶农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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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农机战犹酣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我们村是农机专业村，有 200 多
台机械， 今年全村 6000 多亩小麦仅用
3 天时间就收割完成。 ”涡阳县西阳镇
太平村负责人李守清说，全村在实现颗
粒归仓的同时，还完成了夏种任务。

涡阳县今年夏收夏种面积超过
200 万亩 ，全县组织投入收割机 、播种
机等机械 13857 台， 各类农业新机械、
新技术得到了快速普及，助力了夏收夏
种优质高效推进。

涡阳县金沙河农业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刘伟介绍，该社流转土地 6500 亩，
在今年夏收夏种工作中，合作社引进使
用了 60 多台现代化农机耕作。 在夏种
时，使用无人驾驶拖拉机悬挂免耕气吸
式玉米精量播种机，通过北斗卫星定位
系统，进行了科学精准播种。 “气吸式玉

米精量播种机使用效果好，在播种时只
要出现断垄缺颗情况，机械就会自动报
警。 ”刘伟说，智能化、无人化耕作已成
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

今年夏收夏种期间， 该县把收割
机、播种机、秸秆还田和打捆机统一调
配，科学调度，实现了夏收、秸秆处理、
夏种无缝对接。 “全县注重和实现‘人、
地、机’结合，‘收、种、禁’一体。 抓住墒
情以收促种，以种促收。 ”该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王昌元说，为进一步促进抢收抢
种保丰收工作落实，全县严格实施定方
案、定人员、定网格、定责任、定机械、定
地块“六定”工作措施，各镇村与农机手
签订协议，做到盯人盯机盯地块，实现
既收既耕既播。

截至 6 月 10 日，该县 200 多万亩小
麦已收割完成，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
作正有序开展，夏种计划面积 221.21 万
亩，已种 193.77 万亩，完成进度近九成。

机收禁烧一条龙
■ 本报通讯员 孙占峰 刘文琴

本报记者 安耀武

“秸秆禁烧、人人有责！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三夏”期间，记者走进
界首市邴集乡，只见彩旗翻飞，伴随着嘹
亮整齐的口号声， 一支退役军人组成的
队伍， 穿梭在村庄巷道， 行走在田间地
头，开展秸秆禁烧和巡逻工作。

“这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基干民兵
队伍在重点时间节点和重点地块开展巡
逻，形成流动岗，与各村民组秸秆禁烧指
挥部的固定岗通力配合协作， 使禁烧监
管无死角、全覆盖。 ”邴集乡政府负责人
介绍。

进入“三夏”以来，抢收、禁烧、抢种
组成基层工作的“三部曲”，界首市邴集
乡除了用好基干民兵队伍做好秸秆禁烧
工作外， 还用好义警队伍， 做好抢收工

作，用好户长队伍，做好抢种工作。
在小麦收割前期，邴集乡组织江淮义

警，肩扛义警旗帜，整齐列队，进村串户开
展宣传工作，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到秸秆
禁烧工作中来，保证秸秆“不进村庄、不进
沟塘、不进林下、不进路边”，通过引进大
型收割机械，组织群众开展抢收，确保小
麦颗粒归仓。 利用“党带群建十户联治”工
作机制，有效发挥户长作用，对抢收抢种
有困难的群众，开展精准帮扶。 特别是对
缺少劳力的脱贫户家庭、 退役军人家庭、
特殊困难家庭，进行午收帮扶。

截至目前， 邴集乡已经如期完成抢
收任务，机收率达到 99%以上。 全乡 3.1
万亩耕地， 已经完成秋季作物播种 2.9
万亩。在收割后的田野里，群众正利用雨
后墒情正好的有利时机，开展播种工作；
部分地块，群众在等候时机，播种黄豆，
保障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铁疙瘩”省时省劲
■ 本报记者 柏松

夏种开始后，寿县堰口镇红桥村蒙
郢组村民蒙应双， 驾驶手扶式插秧机，
三天时间就把 50 亩秧苗插齐了。 他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咱这是安丰塘灌区
的肥沃土地，可不能耽误了，有了这铁
疙瘩，省时又省劲！ ”

时值 “三夏 ”，一台台农机驰骋在
淮南的乡间沃野，收割、翻犁、播种，不
仅提高了秸秆返田质量， 也利于群众
田间管理。

据了解， 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淮
南市夏收之前组织开展了“三夏”农机
化生产技术、作业技能培训，指导农机
手对作业机械进行检修和调试，并落实
农机购置资金补贴。

一阵阵风掀起层层金色麦浪，迎来
了收获的季节 。 5 月 28 日 ， 淮南市
333.64 万亩小麦开镰，金色的麦浪里机
声隆隆，农机手们熟练驾驶着联合收割

机，“奏响”了麦收曲，辛劳的农民此时
收获着希望。

“今年， 咱们已经使用了带有作业
监测、 卫星定位导航功能的联合收割
机！ ”潘集区芦集镇罗集村农业服务种
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正连告诉记者，在夏
收期间， 该社组织 10 余台联合收割机
和旋耕机，采取“保姆式”的经营代种作
业。在晴好天气里，淮南市 2.2 万余台小
麦联合收割机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抢收，
到 6 月 7 日圆满收官，机收面积 331.89
万亩，机收率达 99.47%。

6月 5 日，淮南市在凤台县举行“三
夏”智能农机作业演示现场会，无人机驾
驶的水稻移栽、激光平底、无人植保飞机
等智能农机作业演示让人大开眼界。 淮
南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李艳景告诉记
者：“以前 1 亩水田要一个强劳力才能插
完，现在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机械插秧
不仅省力、省钱，又可解决劳动力外出打
工多，农村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 志愿帮扶麦归仓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杨晓华

“谢谢你们！喝口水再走吧！”“不了，
大爷，我们还忙着呢。 ”6 月 11 日，濉溪
县韩村镇和谐村，两名中年人开着车，将
从联合机上卸下的麦子拉到了东赵口庄
卜凡芹的家中，卜凡芹感动得直说谢谢，
但两人连口水也没有喝就走了。

卜凡芹和他的老伴陈玉英都已经
70 多岁，都是残疾人，生活不方便，每逢
午收就发愁。让卜凡芹没想到的是，今年
午收前，包片包村干部黄辉、朱侠和村总
支书记陈军等村里的几名党员主动来到
他家， 询问他家有什么困难， 并告诉他
们，今年午收不要愁，几亩麦子会稳妥地
帮他们收到家。

果不其然 ，午收开始后 ，村里的党
员服务队就主动联系他，帮他把收割下
来的粮食运回家，经过机器打捆后的小
麦秸秆则由志愿者们运到了村口收购
点。 “前几天他们已经帮我把玉米种子

买回来了，还说要帮我们种下去！ ”卜凡
芹说。

今年午收前夕，韩村镇聚焦群众所
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15 个
村都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 ， 对贫困
户、五保户和缺少劳动力等各类家庭进
行帮助 ， 服务队主要由各村的党员组
成。 党员服务队一边参与秸秆禁烧工作
的宣传， 足迹遍布全镇 15 个村、150 余
个值守点，开展巡查、盯机、午收安全隐
患排查等一系列工作， 一边迎难而上，
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为午收
困难户收割作物 、搬运秸秆 、提供施肥
抢种等服务。

“多亏了村里的服务队，要不我家的
小麦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60多岁大李
村村民杨玉真看着晾晒在门前的金灿灿
的小麦，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老周家有
近 10 亩地，由于身体原因，他不能下地
干活。 得知这一情况后，大李村党员志愿
服务队的队员们赶到他家中帮忙， 一趟
又一趟，最终把近 10亩小麦收割完毕。

技术指导下田头
■ 本报记者 陈成

观察水稻长势、 观测叶片厚度、查
看根系生长情况……6 月 17 日，宿松县
破凉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陈和
明来到宿松县巨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回访再生稻病虫防治情况。

去年，陈和明成为巨峰合作社技术
指导员，为他们提供良种精选、水稻育
秧、水稻移栽、田间管理、水稻收割等水
稻生长全过程的指导。 在巨峰合作社的
单季稻水田里，记者看到四台插秧机一
字排开，整齐划一地“开拔”，驶过之处
留下满田青秧。 “现在一台机子一天至
少可以栽插 40 亩， 与传统的播种方式
相比，效率大大提高。 ”巨峰合作社负责
人李文波告诉记者，合作社种植面积共
有 1007 亩，规划种植单季稻、再生稻各
500 多亩。 目前，500 亩再生稻已进入拔
节期，单季稻已栽插 300 余亩，预计一
周左右可以全部插完。

“秧苗已经发了新根，正在逐步返
青，此时田间要保持水层，一个星期以
后得追施返青分蘖肥。 ”陈和明仔细查
看单季稻秧苗后对李文波说。

“三夏”生产开展以来，宿松县抢抓
农时，共组织农技人员开展“三夏”指导
2100 人次，确保小麦及时收割，夏季作
物及时播种。

近年来，复兴镇大力发展优质小麦
订单式种植模式： 企业与农户签订订
单， 农户种植企业选定的小麦品种，小
麦收割后企业全部回收，单收单储。 “目
前全镇种植优质小麦 8 万余亩，其中采
用订单式种植的有 2 万余亩，现在已经
全部收割完毕。 ”复兴镇农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刘效明说。

据宿松县农业农村局介绍，宿松县
小麦种植面积共 25 万亩， 目前已经全
部收割完成。 夏收期间由于阴雨天较
多，收成较上年略低。 夏播面积共 82.7
万亩，目前已完成播种 75.5 万亩。

机插秧田面积增
■ 本报记者 袁野

在六安市裕安区狮子岗乡查婆店村
的亚运农机专业合作社里， 新一批秧苗
正在大棚里茁壮成长。

夏种接近尾声， 如今育秧大棚里培
育的是今年最后一批晚稻秧苗。 与别处
的育秧大棚不同， 这里的秧田之中每隔
5 米左右铺设拇指粗的轨道， 机械小车
沿着轨道缓缓前行，摆放秧盘、播种、撒
药等育秧工作， 都由这类小车全自动完
成，不需要人进入大棚之中。合作社负责
人刘金运向记者说， 一个占地 1 亩的育
秧大棚， 使用轨道化设备只需要 1 小时
不到的时间就能完成播种， 比起人工播
种省种 15%到 20%，也更加均匀。

尽管下着大雨， 但在江家店镇张墩
村，高速插秧机依然忙碌在田间。 “越来
越多的地块完成了高标准改造， 方便高
速插秧机下地作业， 这样一台机器一天
就可以完成 50 亩地的机插秧工作。 ”新

广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祥圣介绍。
今年裕安区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项
目，“使用这种设备，可以在插秧的同时，
将肥料施加在秧苗根系旁，能减少 20%
的肥料用量， 同时还能减少农民的劳动
量。 ”罗祥圣说。

“近几年随着高标准农田改造的进
行， 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都选择机械化
耕作的方式， 今年据统计全区机插秧面
积已经超过 10 万亩。 ”裕安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负责人陆秀兰说。

据了解， 裕安区今年夏种面积 105
万亩，其中水稻 87 万亩，已经播种或移
栽 80 万亩以上， 部分虾稻田和水源紧
张麦茬田也将在这次雨后最迟 6 月 25
日前移栽完毕， 夏种已完成了九成，将
在 6 月底前结束。 同时该区中稻已完成
除草施肥，晚稻的第一次除草 、施肥也
基本结束。 目前累计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85 万亩， 病虫害防治面积 2.5 万亩，除
草面积 64.3 万亩。

近日，宿州市埇桥区组织投入 １０万台套农业机械战“三夏”。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马云 摄

６月 １７日，石台县丁香镇石泉村的宏源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正在加工茶叶。

“三夏”时节，明光市桥头镇岗王村村民抢抓农时做田管。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摄

6 月上旬，郎溪县新发镇庄沿村斋寺村民组内，农民正开着收割机来
回忙碌。 据了解，今年新发镇“三夏”期间，耕、种、管、收实现全程机械化。

本报通讯员 吕亚敏 本报记者 罗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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