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创平台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定远县充分发挥农
业科创平台作用，提升机械化种植水平，
保障粮食安全，壮大特色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依托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开展主要
畜种遗传改良工作，建成“定远猪”核心
保种备份场， 提高育种、 制种和供种能
力，“定远猪” 入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截至目前，现代化“定远猪”保种场
建成运营，已育种 6 个家系 1100 头。

该县还调整优化农机购置奖励政策，
加快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大引进先进适
用农机装备，提升农机装备水平。 截至目
前， 该县累计发放购机补贴资金 1930万
元，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4％。
围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实施
农产品加工“五个一批”工程，重点培育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总投资 3.15 亿元的
汇农农批大市场项目已竣工使用。

（王益）

两个项目“携手” 农田土壤更“肥”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进入 8 月份以来， 连续的高温
天气不仅让人们切实体验了一把
“桑拿天”， 也给秋季农业生产和农
作物生长造成严重影响。 但在五河
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区， 由于沟渠畅
通，灌溉条件大为改善，加上增施了
有机肥， 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长受
旱情影响较小。

“你家今年有多少亩地使用了
有机肥，效果怎样？ ”近日，五河县农
技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该县浍
南镇种粮大户肖德保家中， 了解有
机肥使用情况。

“我家承包了 800 亩地，今年用
了 100 吨有机肥， 是政府免费提供
的。 目前，虽然大旱，但我这里水稻
长势很好。 有两个原因，一是用水方
便 ， 二是有机肥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肖德保说，有机肥提高土壤的

保肥、保水能力，土壤的通气性能也
好，有利于作物根系生长。

“增施了有机肥， 就减少了化肥
用量。以前，水稻要追施尿素两次（每
亩约 50 斤）， 今年只需追施尿素一
次，减量一半。今年化肥价格大涨，减
少用量，自然就节省了一笔成本。”肖
德保打算明年再接着用有机肥。

“增施有机肥还有一个重要作
用，就是提高土壤有机质。 而土壤有
机质的含量与土壤肥力水平是密切
相关的。 虽然有机质仅占土壤总量
的很小一部分， 但它在土壤肥力上
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在其他条件相
同或相近的情况下， 有机质的含量
与土壤肥力水平呈正相关。 ”五河县
土肥站站长窦寿良介绍， 有机肥还
具有很强的缓冲能力， 可防止因长
期施用化肥而引起的土壤酸度变化
和土壤板结， 可提高土壤自身的抗
逆性，保证土壤良好的生态环境。

“推广使用有机肥是加强耕地保
护与质量提升、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重要举措。 ”五河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陈之柏告诉记者， 按照 “规划引
领、整合资金、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
思路， 今年五河县在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全面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
加大有机肥推广力度，改良土壤，培肥
地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项目
承担单位， 编制项目实施可行性方
案， 并整合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
2240 万元，在全县 7 个乡镇 30 个行
政村的 14 万亩高标准农田，每亩增
施有机肥 280 公斤。

五河县农技推广中心根据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要求， 遴选
全环节社会化服务主体四家， 四家
服务主体收集本县畜禽粪污， 加工
生产有机肥，再服务种植主体，采取

“收集、处理、运输、撒施”一条龙服
务模式。 按服务面积对服务主体进
行奖补，标准为每亩 160 元。 四家服
务主体年处理畜禽粪污量 20 万吨
以上，生产商品有机肥约 10 万吨。

“今年全县参与项目实施的农户
共有 2643 户 ， 施用有机肥 14415
吨，施用面积 59018 亩，其中高标准
农田项目区 32642 亩。 ” 陈之柏表
示， 此举可有效提升高标准农田建
设质量，减少化肥使用量，提高农产
品质量， 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障政策落实
到位， 五河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定
位，监督下沉，联合县农技推广中心
成立核查组开展入户核查， 详细了
解有机肥使用情况及农户满意度。
其中种粮大户已全覆盖核查， 整村
推进的村按照不低于 5%的比例抽
查，目前入户核查工作已全部完成。

养猪利润回升 仔猪价格上涨
专家提醒，目前不宜大规模补栏

■ 本报记者 刘刚 实习生 芮德贵

8 月初以来， 我省生猪价格持续
多日突破每斤 10.5 元，养殖利润持续
回升。 在生猪养殖利好因素推动下，
仔猪价格大幅回升，而且销售量也比
上月有所上涨。 部分养猪大户认为，
随着秋季的到来，生猪和仔猪的价格
将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

养猪持续盈利近两月

“从 6 月下旬开始，生猪的批发
价格就一直在回升，养猪业盈利已有
快两个月了。”8 月 18 日，歙县郑村镇
养猪户汪立春告诉记者，这几天当地

生猪价格是每斤 11.2 元，比 6 月初上
涨了 3 元多 ， 每头生猪盈利约 500
元。 “去年猪价跌得特别厉害， 从 18
元跌到了 15 元 ， 后来又跌到了 12
元，我总觉得能坚持坚持，以为价格
能再涨起来， 结果价格一路下滑，到
今年年初的时候已跌到每斤 8 元
多。 ”汪立春说，当时为了减少亏损，
他不得不淘汰一批能繁母猪。

合肥安泰养猪场负责人王干松
说，最近两个月生猪价格上涨幅度不
小，7 月 20 日前后甚至达到每斤 11.3
元，这几天回调到每斤 10.6 元，仍然
是较高价位。 “我们从 6 月底开始就
盈利了，目前盈利期近两个月。 ”

金寨县白塔畈镇养猪户王为雄
这几天又卖了 60 多头 250 多斤重的
肥猪，每斤价格是 10.7 元。 “目前的价
格还是挺好的，比 6 月份上涨了 3 元
多，利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王为雄

说，最近生猪销售还比较顺畅，每头
生猪的利润大概 450 元。

仔猪价格上涨较快

在养猪效益持续增加的影响下，
从 8 月初开始，仔猪价格持续多日上
涨。据王干松介绍，最近十天，一头 14
斤重的仔猪价格在 800 元左右，比上
个月增加 200 元。 “主要是生猪价格
增加，加上饲料价格上涨，仔猪生产
和养殖成本都明显增加，仔猪涨价顺
理成章。 ”王干松说，虽然仔猪价格上
涨，但销售仍然好于上月，最近几天
仔猪销量是上月同期的两倍左右，养
殖户对补栏的积极性明显回暖。

“最近十天仔猪的价格上涨幅度
是比较大的， 每头 14 斤重的仔猪价
格在 750 元，比上月增加近 200 元。 ”
王为雄说，周边一些散户开始找他购
买仔猪，主要是因为生猪养殖盈利期

快到两个月， 大家对后市比较看好，
因此补栏积极性较高。 汪立春说，最
近仔猪的销售量确实比上月要多不
少，每天都能售出七八头仔猪，说明
中小养殖户的信心在恢复。

专家建议谨慎补栏

安农大教授殷宗俊分析指出，仔
猪价格的上涨主要是能繁母猪存栏
量下跌导致的。 “从地域来看，北方市
场受猪病影响较大，南方市场暂无大
面积出现。 东三省因养殖密度相对较
低， 存栏损失低于北方其他省份，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下滑 3%至 5%。 河
南、湖北、山东三省因养殖、屠宰产能
较为集中，生猪交易活跃，受损程度
最高，环比降幅均超过 10%，山东受
损更是高达 22%。 除此之外，河北因
大场密集，养殖密度稍高，受损也比
较严重。 ”殷宗俊说，能繁母猪的减少

势必造成仔猪供应的紧张，价格上涨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仔猪价格的抬高会对未来养殖利
润有何影响呢？ 按照目前生猪产能恢
复形势来看， 尽管猪病对产能的恢复
速度和规模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但
养殖户补栏积极性较高， 生猪产能仍
然呈现稳步恢复的良好趋势。 业内专
家普遍预计， 今年下半年生猪出栏均
价仍然难以突破 12 元。从目前生猪产
能的恢复速度及疫情趋于平稳等因素
来看，今年生猪产能增加是大趋势。

“预计年底生猪存栏量能恢复到正
常年份的 90%或以上。 而冬季本是疫情
的高发期，因此不确定因素较多。 ”殷宗
俊说，此时高价购买仔猪的养殖户在经
过六个多月的饲养周期后，遭遇猪价下
跌的可能性很高，养殖利润的缩水也是
回避不了的，建议养殖户一定要谨慎补
栏，目前不宜大规模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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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多万尾鱼苗游进河湖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在花亭
湖以及毗邻长江的泊湖等水域，
开展了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活
动。 此次放流的主要品种包括青
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增
殖放流鱼苗 800 多万尾。 据该县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
县加强对放流苗种的选育和管
理， 确保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加强渔政执
法队伍建设， 加大水生生物资源
的管护力度， 保护渔业资源增殖
放流的成果。

（姚传炉）

皖河农场全力抗旱保苗

本报讯 8 月 16 日， 皖河农
场公司挖掘机正在清理沟渠、开
沟引水。 眼下皖河农场 5.6 万亩
水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 需水量
极大，面对旱情，农场及时组织排
灌总站技术人员，合理使用水源，
通过新增抗旱排灌设备， 架设临
时泵站等措施， 帮助群众抽水灌
溉。 目前，皖河农场除现有泵站满
负荷运转外，还从长江、皖河、幸
福河翻水，解决内部水源问题，确
保有效供水。 在做好抗旱工作的
同时， 该农场积极做好水稻病虫
害防治工作。

（徐丽燕）

官亭分批培训种植大户

本报讯 8 月 11 日以来 ，肥
西县官亭镇分批为全镇 420 多家
种植大户开展 “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暨绿色种植技术培训会”。 授课
农业专家系统阐述了开展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绿色种植、科学安全
用药、 测土配方施肥的紧迫性和
必要性； 为参训人员详细讲解了
化肥减量增效、水稻侧深施肥、病
虫害绿色防控、 科学安全用药等
种植技术要领； 还面对面解答了
种植大户们提出的农业生产中所
遇到的各种问题。

（黄求存 周波）

固镇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

本报讯 固镇县着力培育农
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培育电商带头
人，支持电商培育网销品牌，进一
步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和影响力。
目前， 全县农村电高企业 180 多
家，网点近 800 家，培育农产品网
销品牌 10 个。 该县坚持引进与培
训并举，吸引高端电子商务人才来
县内创业就业，扎实开展本地电商
人才培训， 扶持一批懂信息技术、
会电商经营的农村电商带头人。

（潘玉响）

村支书抗旱记
“这次干旱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庄稼再不灌溉就要干死了。 ”滁州市
南谯区章广镇太平集村党总支书记
黄超抹了把脸上的汗水， 指着眼前
的大塘说。 原本一泓清亮亮的水塘，
因干旱水位已下降到底部， 部分的
地方露出了河床。

8 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少
雨天气影响， 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
了高温红色预警。 章广镇太平集村
地处江淮分水岭丘陵区， 本来就是
个贫水区， 此次干旱对这里影响更
为严重。

禾苗在喊救命，农民心中忧虑。
看着干涸的稻田，枯萎的庄稼，黄超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不能等着‘靠
天收’ 了， 咱们得行动起来抗旱自
救。 ”说干就干，经过多次实地勘察，
黄超迅速拿出了应对方案， 计划疏
通一条长达 5 公里的沟渠， 把外水
引到村民们取水的地方灌溉稻田。

8 月 13 日， 太平集村地表温度
依旧高达 40℃。 一大早，黄超就带领
村委成员、党员和部分村民，拿着铁
锹、镐头等工具忙碌起来。 虽然要挖
的渠道不算特别长，但由于干旱土地
硬且一路多是杂草，疏通起来尤其费
事。 “大型机械不能彻底解决，必须和
人工搭配。一路上都是长满刺那种杂

草还特别扎人。 ”参与疏通水渠的村
民潘升龙说，抗旱保粮，人人有责，村
干部们都带头了，他们没有义务不参
与进来，再苦再累也要克服。

截至目前，在黄超的带领下，村
民齐心协力挖了 16 条水渠，先后购
买水泵 6 台，全力提水灌溉，为干旱
农田“解了渴”。 “虽然很热很累，但
看到田间禾苗喝饱水后又焕发出勃
勃生机， 看着乡亲们脸上露出的笑
容， 一瞬间感觉所有辛苦都是值得
的。 ”黄超说。

（李邦军 周人峰）

8 月 12 日，宿州市埇桥区顺河镇马场村，村民在销售刚刚采摘的豆角。 近期，埇桥区双庆河沿
岸的顺河、灰古、永安、时村等镇的豆角进入采摘销售旺季，畅销宿州、淮北、蚌埠等周边市场，本地
一批豆角脱水加工企业也加入收购队伍。 董虎 祝家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