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 李跃波

风吹麦浪，颗粒归仓。 今年全省夏粮再获丰收，呈现面
积增、单产增、总产增、效益增的“四增”良好势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作为粮食主产区和全国 5 个
粮食净调出省之一，我省夏粮丰收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夏粮何以“四增”？ 这取决于多种因素。 比如，我省严格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积极落实中央各类惠农政策；在保
耕地数量的同时，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超过 5500 万亩； 良种的联合攻关和良法的推广应用，小
麦品种越来越优、产量稳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和
托管服务组织的蓬勃发展；以销定产、按需种粮，推广订单
粮、专用粮、优质粮，产供销的一体化布局，让粮食丰收、农
民增收，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等等。

夏粮只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 当前还要精心做好
夏种、夏管工作。要继续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大力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行动；要补
齐和做强粮食产业链条，推进粮食产业三产融合发展，努力
实现粮食增产、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为国基，谷为民命。 在粮食生产
中，我们要树立生命全周期、产业全链条、服务全方位的理
念，推动良种、良田、良技、良机、良企、良制等融合发展，确
保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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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文/图

913.18 公斤！ 全省小麦单产“状元”再次
花落亳州市涡阳县。

入夏，皖北大地处处是波澜壮阔的丰收场
景。今年，亳州市 660万亩小麦继续保持“单产
增、总产增”的发展势头，实现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夯实了“皖北粮仓”的底色。

密码一

良种+良技，亩产创新高

“没想到今年又拿了全省第一！ ”涡阳县
楚店镇后水波村张林森种植家庭农场农场
主张林森高兴地说。

今年午季，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组织湖北
省农科院、安徽省农技推广总站、安徽省种
子管理总站等单位相关专家，对张林森种植
的“皖垦麦 22”进行实打实收测产，单产高达
913.18 公斤，再次打破全省纪录。

自 2014 年以来， 该家庭农场已经 7 次
刷新安徽省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小麦要想
高产，选种是关键。 ”张林森说，农场以种植
强筋小麦为主，尤其是亳州自己培育的强筋
麦品种，不仅病虫害少，而且产量高。

种子被誉为农业 “芯片”。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亳州市便着力培育强筋麦品种。
1997 年，作为亳州市农科院前身的涡阳县农
科所，成功培育出“皖麦 38”，主要指标均达
到或超过进口优质小麦，超过国家“一级面
包麦”标准，且亩产在 400 公斤至 500 公斤，
在当年远超其他品种。 本世纪初，“皖麦 38”
先后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亳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吴雪
介绍，该市历来重视良种培育，利用专项资
金支持科研院所、重点育种企业开展种子培
育工作，已累计培育小麦品种 31 个，“涡麦 9
号”“谷神麦 19”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均打
破过全省小麦亩产纪录。

近年来，亳州大力发展强筋麦等优质专
用麦， 全市优质专用小麦面积达 544 万亩，
居全省第 1 位。除了“涡麦 9 号”“谷神麦 19”
等本土品种，还引进了“新麦 26”等多个外来
优良强筋麦品种，为小麦连年丰产丰收奠定

了坚实基础。
“‘良种配良技’，这是小麦高产的关键

所在。 ”涡阳县店集镇宋牌坊村种粮大户宋
来宝说，他今年种植 3000 多亩小麦，平均亩
产超过 750 公斤。

在宋来宝的合作社里， 智能植保无人
机、大型自走式喷雾机、植保无人施肥机、大
型收割机等现代化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机械
强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0 年时间里，宋
来宝的土地流转规模增加了上百倍。

除了科技设备，科技特派员对小麦增产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来宝说，科技特派员
随叫随到，从深耕细播、病虫害防治、施肥追
肥等各方面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帮助他答疑
解惑，做到科学选种、科学田管，确保了小麦
连年增收。

据了解，亳州市共有 700 多名科技特派
员活跃在田间地头，努力打通农技推广“最
后一公里”。

密码二

良田+良机，旱涝能保收
今年 5 月份以来，皖北地区普遍高温少

雨，对夏种产生了不利影响。 但在亳州市谯
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瑞的粮田里，新栽种
的玉米已早早探出了头，悠闲地享受着“人
工降雨”的滋润。

这里的“人工降雨”，是水肥一体化自动
灌溉系统带来的。 去年，谯城区投入近 9000
万元对赵桥乡 4 万亩农田进行高标准建设，
焦瑞流转的 1000 亩土地， 就属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区域。

“经过高标准建设 ，农田旱能浇 、涝能
排，变成了丰收的 ‘宝地 ’。 ”焦瑞开心地
说 ，高标准农田土地平整 、集中连片 、设施
完善 ，沟 、路 、桥 、电 、井全配套 ，种地信心
更足了。

截至 2021 年底， 亳州市已完成高标准
农田建设 741 万亩，约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82.4%。

“以前浇水，要把拖拉机开到地头，用柴
油机带动水泵抽水，成本高。 ”谯城区芦庙镇
袁庄村村民朱红彬拿出一张智能灌溉射频
卡说，“现在只要用这张卡在机井灌溉控制

器上一刷，喷灌设备就能出水了。 ”得益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在今年小麦生长期干旱少雨
的情况下，朱红彬的小麦亩产比去年增加了
75 公斤。

袁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凯说，今年是他们
村在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第一次午收，小麦
亩产在 500 公斤以上，是收成最好的一年。

从 2021 年开始， 亳州市推进建设高标
准农田“升级版”，通过施有机肥、深耕深松、
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等措施，使耕地地力保
持或持续提高，提升土壤有机质。 去年全市
完成深耕深松耕地 41 万亩， 今年秋季将继
续推进。

依托高标准农田，亳州市在谯城区赵桥
乡试点建设了 380 亩无人农场，该农场采用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现代
技术， 通过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的自主决策、
自主作业，完成所有生产管理任务，从而实
现全天候、全过程、全空间的无人化生产作
业模式。

今年，亳州将在三县一区各设置 ４ 个智
慧农业试点，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开辟新
空间。

密码三

良企+良制，融合谱新篇

望着颗粒归仓的小麦，涡阳县石弓镇李楼
村种粮大户李文先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李文先今年种植了 520 亩小麦，亩产超
过 650 公斤。 “种了几十年的地，这么高的产
量还是头一回遇上。 ”李文先笑着说，不仅产
量高，按照他与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司签订
的小麦回收价格，他种植的“伟隆 169”强筋
麦， 每公斤价格比市场价要高出 0.11 元。
“今年的利润不会少于 30 万元。 ”李文先自
信地说。 而在 2019 年，同样的种植规模让他
亏损十几万元。3 年时间实现扭亏为盈，主要
原因还在于李文先的小麦生产成为安徽正
宇面粉有限公司全产业链中的一环。

“农户加入后，小麦的耕、种、管、收、售
等全部由我们负责。 ”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
司农服托管中心主任郝从领介绍，每亩小麦
全程托管服务总费用在 500 元以内，而农民
的保底收入在 900 元以上。

在距离李楼村 10公里的安徽正宇面粉有
限公司，满载粮食的货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入公
司粮库。 小麦经清选、润湿后，被传送到制粉车
间里的磨粉机加工， 一粒粒小麦变成面粉，再
经过配粉变成馒头、包子、面条、水饺等专用
粉，最终加工成挂面、刀削面以及蔬菜面、胡萝
卜面、山药面等特色面条，销往全国各地。

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司通过组建 “公
司＋基地＋协会＋农户＋合作社”联合体，为农
户提供全方位的托管服务，构建了从种子到
食品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新模式。 目前，该
公司已建立 32.6 万亩的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每年为农民增收 8600 万元。

粮食生产离不开优良的龙头企业，也离
不开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市场体系。 亳州市农
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小麦高产攻关专家王敬
才介绍， 小麦全产业链不仅包括小麦种植、
初加工、精深加工，还包括物流体系、社会化
服务、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内容，有利于完
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小麦产业转
型升级，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2021 年底， 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31 个全
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安徽小麦全产业链
入围。 随着全省首个小麦全产业链联合体落
户涡阳县，亳州全市农业发展开启新篇章。

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位于全国小麦主产区， 小麦品质类型多、
优质专用麦面积大、农业机械化率高，拥有
金沙河、五得利、正宇面粉等大型农业龙头
企业，具有发展小麦全产业链得天独厚的优
势。 他表示：“亳州市不仅要加快粮食产业创
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还要为夯实
国家粮食安全‘多打粮、打好粮’。 ”

题图：
①① 得益于加入粮食企业的全产业链，涡阳
县石弓镇种粮大户李文先丰产又丰收。

②② 张林森家庭农场工作人员正在收割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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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博客·

守好群众“汗水粮”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赵玉

“大爷，您家收成怎么样？粮食在收割中有没有损失？”日
前，在灵璧县虞姬镇玄庙村村头，两名督查组成员和两位村
民坐在麦地边拉起呱来。

“‘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这句农谚如今已成
老黄历了。今年，政府要求抢收抢种早开镰，减少因收割晚导
致的麦粒脱落损失，俺家比往年增加了一成多产量。”村民王
兴国开心地对督查组成员说。

“三夏”时节，灵璧县 200 多万亩小麦有序收割。灵璧县抽
调人员成立多个督查组，分头到田间地头全程监督安全生产、
机收减损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这样的留茬高度对耕种有没有影响？ 村干部是否到地
头加强监管？ ”在灵璧县禅堂镇，督查组成员每到一处地块，
都会向群众询问这些问题。 在督查组的引导和督促下，村里
对收割机手提供信息指引、作业对接、属地登记备案等保姆
式服务。 督查组还大力宣传环境整治的意义和要求，督促各
乡镇对随意丢弃、乱堆乱放秸秆的现象开展地毯式清理。

“我们既要做到颗粒归仓，也要抓好秸秆禁烧。 下一步，
我们将紧盯主体责任不落实、收购政策执行不到位等现象进
行认真督查，守护好群众的‘汗水粮’。 ”灵璧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蒋小虎对记者说。

村村都有“特派员”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6 月 24 日，记者来到淮南市大通区水产产业研究院，研
究院科技团队成员闫叶江告诉记者，目前已投放长吻鮠(淮
王鱼)苗 35000 尾。

自从研究院设立了长吻鮠规模化繁育示范基地，安徽农
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科技特派员便定期前来指导。

“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这是淮南市科
技特派员对广大农户的承诺。

“在科技特派员陈沛信的指导下，我们村完成了育秧、仓
储、烘干等项目的建设。”淮南市潘集区夹沟镇北武村党支部
书记陈洪军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告诉记者。在夹沟镇，
5万亩粮食生产实行“耕、种、管、收、烘”全程机械化服务。

近年来，淮南市科技、农业农村等部门组织科技特派员
与行政村精准结对， 设立了 12 家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8
个科技特派团、39 家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初步形成了“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平台”模式。

为支持寿县肉羊产业发展，安徽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的科技特派员江喜春带领团队，帮助寿县临淮畜牧养殖有
限公司成功获得 2 项发明专利、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据统计 ，淮南市目前共选派各级科技特派员 394 人 ，
对接服务 855 个行政村 ，送技术下乡 ，促成果转化 ，覆盖
率达 100%。

藏粮于技保“长丰”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本报通讯员 王叶莹

“长丰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作为合肥市高标准农
田的样板工程进行推广。”日前，省农业综合开发局调研组在
长丰县义井镇曹岗村、陶楼镇陈祠村调研时，对当地高标准
农田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去年，智慧农业谷平台为长丰县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检
测及大数据分析建模服务。”长丰县农业农村局一工作人员介
绍，2021 年，长丰县完成了近两千个测土配方施肥土壤取样、
施肥调查等工作。 根据检测结果绘制全县 pH 值、有机质、全
氮等 15 个参数的肥力分布图，指导农户精准配方施肥。

长丰县还开展了水稻 “印刷精播自动摆盘”“钵苗育插秧”
等“机器换人”新技术试点，亩均节约人力、肥药成本 50 元，单
产提高 60 公斤、增效 200 元。 据介绍，“水稻印刷精播自动摆
盘”技术，实现杂交稻单粒播种成苗，有效节约了用种量。

“我县小麦赤霉病及‘一喷三防’‘四个一’防控经验已在
全省推广。 ”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负责人介绍，收割
前， 长丰全县 137 家植保组织、402 架植保机械共完成有第
三方监管的 60 多万亩次的小麦赤霉病及“一喷三防”防控任
务。其中，小麦病虫害全年统防统治面积达 107 万亩次，统防
统治覆盖率达 85.7%。

良种良法促增收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朱士凯

“今年由于开展全程绿色防控行动 ，统
一品种 、技术指导 、田间管理 ，并采用全程
机械化作业， 小麦亩产达 600 公斤 ， 品质
也比往年都要好 。 ”6 月 25 日 ，位于明光

市潘村镇的茂禾昌生态农场负责人徐辉
对记者说 。

明光市今年播种小麦 90 万亩、 水稻 79
万亩（含稻虾 8.1 万亩）、玉米 17.4 万亩、大豆
15.7 万亩、山芋 6.8 万亩。 在夏收中，该市成
立 17 个抢收服务队， 投入 3350 台收割机、
115 台（套）粮食烘干机械，确保颗粒归仓。

“我们注重粮食品牌化，发展‘淮麦 29’
‘淮麦 44’‘烟农 19’‘宁麦 13’‘扬麦 15’等
优质专用小麦，订单化生产 60.82 万亩，并加
强与南京、上海等地对接。 ”明光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周福红说。

明光市全程推广农业机械化、 信息化技
术，建设农业物联网“四情”监测点 22 个，益

农信息社 148 个， 开发应用机载信息化和社
会化服务平台及明光智慧农技微信平台，并
开通农技“110”，为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信息
化服务。

今年， 明光市示范推广 1100 多亩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和农机农艺农信融
合技术。 同时，在涧溪镇示范推广绿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200 亩 。 “北斗导航 、复
合播种机械、 带状复合种植等新技术植入
到农业生产中，给广袤田野带来新变化 、新
希望。 ”明光街道映山村农业科技示范户高
春勇说。

从培育小麦良种，到建设高标准农田，再到为农户
提供全方位托管服务……亳州市探索小麦全产业链融
合发展新模式———

“皖北粮仓”的“丰收密码”

荩 6 月 15 日，在枞阳县金社镇杨市村，农民
驾驶农机在高标准农田里插秧。据了解，枞阳县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60.67 万亩。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摄

荨 日前， 全椒县大墅镇肥全村开生农机专业合作社
育秧基地，合作社负责人正在查看秧苗长势。 今年，该
合作社为当地及周边农户提供育秧、 插秧等一条龙服
务，面积数百公顷。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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