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虾连作 粮渔双赢
■ 通讯员 刘美花

本报记者 冯长福

“七月份以来，不是很忙了，主
要搞搞水稻田间管理。 ”盛夏时节，
东至县育和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郑
清华显得比较“悠闲”，只是隔三差
五地到水稻基地看看苗情。

2019 年， 郑清华在东至县东流
镇红叶村， 以每年每亩 700 元的租
金流转水田 109 亩， 探路稻虾综合
种养产业。 他说，每年最忙的时候是
3 月份至 6 月份，要全力抓好小龙虾
的养殖管理与捕捞销售， 经常起早
歇晚。 此前，郑清华在东至县城管理
一家农贸市场，虽不直接做农业，但
天天接触农产品， 慢慢地也就有了
“农业情结”。

“搞稻虾连作，前三年处于保本
状态，今年赚钱了。 一是靠自己用心
摸索，积累经验；二是靠县农业部门
的科技特派员多次上门指导。 ”郑清
华告诉记者， 今年小龙虾的产量和
行情都不错， 亩产值 2600 多元；忙
完龙虾，种上单季晚稻。 “这个水稻

品种， 是列入国家一级大米的香稻
品种。 我每年都种， 亩产量在 1000
斤附近。 不直接卖稻谷，而是委托东
流镇一家大型米厂加工成大米销
售，年产高端优质大米约 4 万斤。 ”

曾在上海打工近 20 年的曹李
根，2019 年返乡创业，也在红叶村流
转了 160 亩水田， 致力稻虾连作 。
“今年我采用了‘繁养分离’技术，2
月底购进一批小龙虾早苗， 到 4 月
中旬成虾全部卖掉；4 月 20 日之前
再用自家的虾苗，养殖一批小龙虾，
到 6 月底成虾全部出售。 两批小龙
虾，亩产量约 120 公斤。 ”曹李根介
绍，他种的也是单季晚稻，有杂交籼
稻和香稻两个品种 ， 香稻只有 35
亩；杂交籼稻直接卖稻谷，香稻加工
成大米销售。 “年景好的话，一年纯
收入大概在 40 万元左右。 ”

“稻虾连作就是利用水稻和龙虾
生长的时空差异，虾稻互促，一水两
用。 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
及害虫， 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充
足的饵料， 而小龙虾产生的排泄物
又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有机

肥。 由于虾稻共生，化肥、农药可分
别减少 50%、70%。水稻收割后，秸秆
还可直接还田，培肥地力。 ”东至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吴永清表示， 在这
种优势互补的生物链中， 小龙虾及
水稻的品质都得到了保障， 破解了
农民种粮不增收的难题。

东至县是我省有名的渔业大
县。 近年来，该县因势利导，充分挖
掘农业资源优势， 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推广“稻虾连作”综合种养
模式，实现稻虾产业提质增效、农民
增收。 截至目前，全县稻渔综合种养
面积达到 8 万亩 ， 年产小龙虾约
9200 吨、 优质稻米约 3.64 万吨，预
计稻虾综合产值在 4 亿元以上。

该县农业部门从虾苗代购、技
术培训、田间管理及销售等环节，推
行科技特派员全程跟踪指导。 引导
和鼓励稻渔综合种养大户购置无人
机、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
化机械设备以及冷链物流车等，按
政策给予一定比例的购机补贴。 同
时， 鼓励企业投资兴建小龙虾贸易
市场和加工厂， 让小龙虾分拣、装

箱、打包，逐步实行标准化操作。 目
前该县建有年加工能力 2000 吨的
小龙虾精深加工厂 1 座、 小龙虾综
合交易市场 8 家。

“发展产业集群 ，打响稻虾品
牌， 是东至做强做优稻渔综合种养
产业的又一着力点。 ”吴永清告诉记
者，全县现有稻渔综合种养合作社 6
家、家庭农场 95 家、稻虾产业联合
体 1 家、企业 5 家，其中万亩连片 2
处、千亩连片 5 处、百亩以上 65 处，
建成省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1
家， 省级标准化小龙虾示范基地 3
家， 已形成以沿长江及环升金湖地
区为主的稻虾产业集聚带。

“在生态龙虾 、绿色稻米等农
业品牌创建上发力 ， 不断扩大品
牌影响力 ，提升产品竞争力 。 ”吴
永清表示 ，目前 ，全县虾田米知名
商标有 “菊江 ”、“虾稻乐 ”、“虾粟
香 ”、“金禾湾 ”等 ，其中 “菊江 ”“虾
稻乐 ” 牌大米分别荣获全省虾田
米评比金奖和银奖 ， 且都荣获全
国 稻 渔 综 合 种 养 模 式 创 新 大 赛
“绿色生态奖”。

农机“短板”急需补齐
我省安排 1500 万元资金，支持省内农机企业研发相关农机装备

■ 本报记者 刘刚

近年来，我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
装备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农机装备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企业竞争力和装备
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智能农机装备
提质加速。 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机装
备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短板弱项，
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农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农机短板不可忽视

省农机试验鉴定站副站长王骏向
记者介绍了近几年我省农机发展的
成就。 “十三五”期间，我省着力优化
农机装备结构，加快淘汰老旧农机装
备，大力发展高效、绿色、智能和复式

作业机械。 2020 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
超过 6800 万千瓦 ， 比 2015 年增长
18.2%；大中型拖拉机达到 26.3 万台，
增长 19.3%，其中 80 马力以上大型拖
拉机占比从 30.1%增长到 54.3%；水稻
种植机械达到 5.2 万台， 增长 71.8%；
联合收获机达到 22.8 万台 ， 增长
30.7%； 谷物烘干机达到 1.6 万台，植
保无人飞机由 12 台发展到 7500 台。

但农业机械化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王骏说，首先
是农机制造水平不高。 农机科技创新
能力较为薄弱。 大多数农机企业生产
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份额
小，与国内外同行存在较大差距。 其
次是农机作业基础条件不优。 耕地存
在“零碎化”问题，农机通行与作业条
件有待 “宜机化 ”改造 。 农机 “下田
难”、“存放难”和“保养难”的问题在
不同地区依然存在。

再就是发展不平衡。 皖北旱作
区与皖南水田区、平原地区与丘陵山

区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粮食作物生
产与经济作物生产、种植业与养殖业
存在领域发展不平衡；产前、产后等环
节机械化程度低，高性能、智能化农机
数量少。此外，我省在财政、用地、金融
等方面对农机化支持力度不足。

补上短板方便生产

“农机补短板的目的就是让群众
方便、省力省心，更好地进行农业生
产。 ”王骏以我省宁国市为例，介绍了
当地发展特色农机的经验。

众所周知，宁国是我省山核桃的
主产地，但长期以来山核桃的采摘完
全依靠人工，有的山核桃树长在悬崖
边上，群众采摘要爬到树上，十分不
便，有的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 为解
决这一实际问题，当地鼓励企业研发
特色采摘农机， 目前已经推广使用。
柴秀洪是当地一家农机企业的负责
人，他先后投入 3700 万元，研发出全
国首台套手持式锂电池坚果采打机，

并于 2019 年 6 月获得专利授权。
“我们的坚果采打机操作非常简

单，价格平均在 3000 元每台，自带两
块锂电池，可以使用半天，采摘效率
是以前的五六倍。 ”柴秀洪告诉记者，
农民采摘的时候不需要爬高，只需要
操作机械臂，就可以轻松采下离地七
八米高的核桃果。

农机补短板还要为农产品提升
品级做贡献。 王骏说，大米作为我国
最重要的粮食品种之一，事关我国粮
食安全。 目前，大米产品市场存在着
产品片面追求外观品质、加工精度控
制手段落后、 过度加工导致营养流
失、能耗高等突出问题。 随着消费市
场不断升级，人民群众的消费观念从
“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转变，不再追求“精米白面”，全谷物
消费量明显增加，对粮食品质与安全
关注度持续提升。 合肥市美亚光电研
发出的大米色选机通过先进技术，提
供大米分选、糙米分选、糯米分选、蒸

谷米分选等数十种专业化、智能化分
选解决方案，还可以剔除玻璃、塑料、
并肩石等各种非米类杂物，让每一粒
米都符合标准。

补短板如何推进

下一步我省如何推进农机补短板
工作？据王骏介绍，全省农机部门要全
面梳理农机发展需求， 重点围绕丘陵
山区等区域、设施农业等产业、果菜茶
等作物品种、油菜花生等经济作物，分
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和分环节编制农
机装备需求和研制清单。 目前全省共
有特色机械 100 多种， 涵盖丘陵山区
适用的 林果业（含茶叶）机械、设施蔬
菜机械、畜牧业机械、经济作物机械、
中药材机械等多种农业机械， 填补了
空白。为了鼓励企业研发，省农业部门
从省财政预算安排“两强一增”行动专
项资金中，安排 1500 万元经费，设立
“新型农机推广应用”项目，支持省内
农机生产企业研发补短板农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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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示范无人驾驶农机作业
本报讯 今年夏种期间， 宿州

市埇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联
合省农科院， 为 30 台大型拖拉机
安装了北斗无人驾驶辅助设备，示
范推广智能无人驾驶作业。

据了解，无人驾驶拖拉机通过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车辆导航控制

系统、机具作业控制系统 、线路规
划系统和避障感知系统，实现了智
能无人驾驶作业 ， 提高了作业精
度，提升了作业效率 ，减少了投入
成本。

夏种期间， 埇桥国家现代农业
产 业 园 无 人 驾 驶 作 业 面 积 超 过

5000 亩， 其中玉米 3200 亩、 大豆
1800 亩 ， 作业效率提高了 10%至
20%。 该园区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苗情监测 、测产对比 ，为大面
积推广应用无人驾驶作业提供数
据支撑。

（周澍）

助农采摘解民忧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啊，要
是没你们， 这么多蔬菜都会烂在
田里，我们心急啊。 ” 7 月 21 日，
在滁州市南谯区腰铺镇姑塘村农
业产业园， 一位菜农一边擦着满
头大汗， 一边拉着志愿者的手激
动地说。

由于前段时间酷暑高温 ，加
之连日下了几场大雨， 姑塘村农
业产业园里大量成熟的果蔬不能
及时收割，有的甚至被雨渍腐烂。
眼睁睁看着蔬菜腐烂， 不少菜农
心急如焚。 得知事情后，腰铺镇团
委主动联合腰铺镇姑塘村开展
“助农”志愿服务活动，保障新鲜
蔬果及时采摘销售。

当天上午 ，蔬菜种植园里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青年志愿者
们拿起剪刀、镰刀，剪瓠子、割韭
菜。 水果种植园里，一串串沉甸
甸的“夏黑”葡萄挂满了藤蔓，散
发出浓浓的果香。 十余名志愿者
背起竹篮 ，拿着剪刀 ，头顶炎炎
夏日来到田间地头采摘。 一筐筐
的蔬菜、水果及时收获打包发往
市场，菜农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

（郑成雪）

肥西鸡蛋进了“保险箱”

本报讯 日前， 肥西县出台
了鸡蛋“保险+期货”项目实施
方案，将运用财政补贴手段，鼓
励和引导蛋鸡养殖经营主体积
极参加保险，提高抗风险能力。
保险费用由市县财政和经营主
体按比例共同承担， 分别为市
财政补贴 40% 、 县 财 政 补 贴
40%、经营主体承担 20%。 该项
目对象为肥西县境内从事蛋鸡
养殖的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养殖大户等经营主体。 在
保险期间内， 当鸡蛋实际价格
低于鸡蛋期货目标价格时 ，由
保险承办机构按照合同约定负
责赔偿。 （许皖祥 陈金一）

官庄坝梨农集中“充电”

本报讯 7 月 19 日， 砀山
县官庄坝镇举办农药安全使用
知识培训班 ， 该镇的岳庄 、刘
庄、张庄、刘楼等 24 个自然村的
120 家酥梨种植大户参加了培
训。 砀山果园场高级农技师田
英给大家讲解了 6 类生物农药
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特别
提醒梨农在高温天气要做到安
全用药。 （魏志典）

谷阳推广高梁规模种植

本报讯 为调优种植结构，
今年 6 月初， 固镇县谷阳镇因
地制宜在皇店、桥口、龙滩等 7
个村，发展旱作农业，推广高梁
机械化、规模化订单生产 1.2 万
亩。 据了解，该镇重点推广“企
业+农户”订单农业模式，由农
户生产、酒企收购。 同时，将出
台扶持政策 ，采取 “先建后补 ”
方式，择优对连片种植 200 亩以
上的部分种植户给予奖补。

（潘玉响）

泥河抓好抗旱保苗

本报讯 连日来，庐江县泥
河镇多措并举， 全力投入抗旱
保苗。 该镇拿出 20 多万元，开
动大岭一站 、长院一站 、黄墩 、
姚湾、高墩、沙湖二站等泵站抗
旱机械， 在确保人畜饮水的前
提下，实行泵站提水，水库开闸
放水， 抗旱保苗。 疏通桂盔支
渠，组织民工为 12 公里水渠堵
漏清淤，看水提水。

（徐梅生）

大暑时节 ，
岳西县多种蔬菜
进入盛产期，村民
们正忙着采收，供
应上海、 武汉、合
肥等全国多地市
场。 近年来，当地
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
蔬菜种植等特色
产业，拓宽农户增
收致富渠道。图为
7 月 23 日， 该县
莲云乡莲塘村村
民在分拣茄子。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