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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青苗下田，新余市洪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就与当地种粮大户联系稻草收购事宜，为基地
2500 多头肉牛筹备“粮草”。在新余市渝水区，不
仅洪泰农业，还有蘑坊菌业有限公司、供销惠农现
代农业服务公司新余分公司等多家企业，早早地
盯上了水稻秸秆，欲抢占秸秆利用的先机。

记者在渝水区采访了解到，作为 2019 年全省
首批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区），渝水区按照“集中
连片、整体推进；多元利用、农用优先；市场运作、
政府扶持”的原则，培育了多条水稻秸秆综合利用
路径。

昔日“一把火”，如今“一沓钱”

珠珊镇石山村种粮大户陈春平去年1000多亩
晚稻收割后，得到一笔2万多元的“额外之财”。以
前机收后烧掉或烂掉的稻草，全被洪泰农业的秸
秆打捆机一股脑儿“折”成方块，收回了养殖场，作
为饲料原料。

和陈春平一样，石山村张小高去年800亩田所
产生的稻草，也卖给了洪泰农业，进账 1.6 万元。
张小高介绍，去年镇政府召集全镇种粮大户开会，
宣传水稻秸秆综合利用的意义和好处，动员大家
与企业合作。听说洪泰农业对每亩稻田的稻草给
出 20 元的收购价，种粮大户们参与积极性高涨。

“以前一把火，污染空气。现在换来一沓钱，何乐
而不为？”

从“一把火”到“一沓钱”，是渝水区秸秆综合
利用试点带来的新变化。去年列入试点县（区）
后，渝水区以原有的蘑坊菌业、洪泰农业和新引进
的供销惠农为骨干，分别发展基料化（食用菌种
植）、饲料化（肉牛养殖）、原料化（造纸）等水稻秸
秆规模化利用产业。

在位于南安乡的蘑坊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廖
金牯告诉记者，公司种植的有机双孢菇95%销往香
港，去年总产量4500吨，公司生物基料发酵场消耗
的水稻秸秆达1.5万吨。“我们新厂房8月份可以建
起，到时候制生物基料年消耗水稻秸秆3万多吨。”

记者来到洪泰农业，只见制料车间机器将稻
草、青草“吃”进去后，很快“吐”出混合饲料运往牛
圈。副总经理易群亮介绍，养殖场每天需要饲料
20吨，其中水稻秸秆原料12吨。现在，养殖场二期
正在建设，竣工后肉牛年存栏量可达5000头，那时
水稻秸秆的需求量会更大。

位于罗坊镇竹山村的供销惠农新余分公司，
每年可处理水稻秸秆2万吨，生产造纸原料纤维丝
1.4万吨。公司陆续在新余建设5条相同规模生产
线后，年处理水稻秸秆量可达10万吨。

去年渝水区中稻、晚稻种植面积43万余亩。这
3家秸秆基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利用骨干企业按照
年设计生产规模，可以消化这些耕地的水稻秸秆。
据统计，去年全区秸秆基料化利用量1.21万吨、饲
料化利用量5.77万吨、原料化利用量4300吨。这其
中还包括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作物秸秆。

这几家骨干企业去年已在本地收购 3 万吨稻
草，其余从外省购进。“现在列为试点项目，相信随
着政策的推动和我们的努力，本地稻草的回收量

会越来越大。”廖金牯说，“那时，我们收购成本会
大大下降。”

完善“收储运”，畅通产业链

渝水区秸秆综合利用试点效果已然明显：水
稻秸秆规模化利用的基料化、饲料化、原料化三种
模式已形成，并且可复制、可推广；在种粮大户和
秸秆利用企业的带动下，农民对生态循环农业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环保意识在增强。

但也有不足。渝水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主要原因是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的关键
环节——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秸秆离田社会化服务
还不完善，尤其是打捆离田作业机械不足等；种粮
大户积极性虽然高，但为数众多的村民不易接受。

为破解秸秆收储运体系瓶颈，渝水区一方面
对秸秆打捆农机购置和秸秆标准仓储中心建设进
行补贴，另一方面培育建立一批秸秆离田社会化
服务组织。去年，对 9 台秸秆打捆机奖补 57.1 万
元，对8个标准化仓储中心奖补400万元。培育了
德隆农业合作社、科瑞种植合作社等4家秸秆离田
社会化服务组织。

这些秸秆离田社会化服务组织，与企业签订
秸秆购销合同，去年完成秸秆离田服务面积3.9万
亩。德隆农业合作社负责人贺诚介绍，去年投资
20 多万元购进了 2 台收割打捆一体机，政府补贴
12 万元，去年打捆离田作业 6000 亩，稻草卖给洪
泰，现在准备再添置打捆机、建储存仓库。

秸秆利用企业也在想办法。供销惠农一口气
购进 4 台履带自走式打捆机，建设了容量 1000 吨
的仓储中心。洪泰农业购进2台打捆机，兴建了面

积 3000平方米的仓储中心。蘑坊菌业购进 1台收
割打捆一体机。这些企业购进秸秆打捆机后，或
自己深入田间收购，或将打捆机租给农户运营，秸
秆收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渝水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科教能源办负责人
王乐介绍，区里已申请第二批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项目资金416万元，将继续遴选和培育更多的秸秆
综合利用企业、离田社会化服务组织。同时，加大
实施打捆机叠加补贴政策和仓储中心补贴政策，
激发更多企业、组织甚至农户参与到秸秆综合利
用中来。

采访中，一些种粮小户肯定这项工作，但参与
积极性不高。“每亩田的稻草只卖一二十块钱，田
少根本就看不到钱。”为破解难题，扩大水稻秸秆
综合利用量，渝水区加强宣传引导，并以村为单位
抱团与企业合作。同时，完善离田实物和技术补
偿机制，调动散户积极性。

目前，离田技术补偿方式较普遍。即秸秆离田
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达成协议，利用秸秆收割打
捆一体机为农户免费收割水稻，再将秸秆收走。

离田实物补偿方式尚在努力推广中。目前洪
泰农业、蘑坊菌业、德隆农业合作社等均利用秸秆
废渣生产有机肥，即先将秸秆离田回收，再以有机
肥补偿给农户，帮助培育耕地肥力。这种补偿方
式，未来操作空间较大。

如今，渝水区秸秆收储运体系基本建立，产业
链也正得到有效畅通。秸秆有了好归宿，既节能
环保，又推动着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去年 11 月，全国生态循环农业经验推介会在
渝水区召开，该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得到
与会人员肯定。

秸 秆 有 了 好 去 处
——渝水区水稻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见闻

本报记者 胡光华 文/图

“上班还习惯不？有问题可找
我。脱贫路上，我们都是主角，要自立
自强，一个都不能掉队……”5月9日，
崇仁县孙坊镇返原籍机关干部陈来昌
在邹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村民进
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并对 3 月份推
荐到江西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务工的贫困户邹明华进行了回访。

机关干部返原籍协同社会治理，
是近年来崇仁县探索乡村治理工作的
新思路，陈来昌是该县 600 多名参与
乡村治理的返原籍干部中的一位。通
过该措施，崇仁县的全省公共安全感
满意度测评指数由前些年的第 92 名
上升至2019年的第43名，并成为全国
法治建设示范县。而在今年疫情防控
工作中，全县 560 余名机关干部又以
各种形式返原籍战“疫”，赢得了群众
的良好口碑。

680余名干部编入工作队

乡村振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农村工作的总抓手。然而在实践中，
崇仁县绝大多数青壮劳动力外出务
工，留下来的大多是儿童、妇女和老
人，农村治理工作亟须补充一种引导
力量。

“我们县过去有一种不成文的做
法，农村遇有急事难事，通常会抽调机
关干部返原籍协助开展维稳等工作，
充分发挥原籍干部人缘熟、信誉度高、
社会关系密切的优势，往往收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崇仁县委相关负责人通
过调研总结道。

2017 年，崇仁县创新开展机关干
部返原籍协同社会治理工作，协助基
层开展服务民生建设、维护社会稳定、
带头移风易俗、助推双返双创和乡村
振兴工作。全县 680余名副科级以上
原籍干部分别编入 15 个乡镇原籍干
部工作队，每个工作队由一名县级干
部带队，累计组建了 141个服务民生、
维护稳定工作组。同时，抽调一些老
领导、老干部，组建了县委协同社会治
理办公室，负责机关干部返原籍协同
社会治理工作队伍的日常管理。

在管理机制上，该县每季度至少
召开 1 次原籍干部工作队点验大会，
并建立台账管理和督查报告制度。同
时，各乡镇党委、政府主动加强与原籍
干部工作队的衔接联系，设立乡镇原
籍干部工作队办公室，建立微信群，构
建高效快捷的互动平台和沟通方式。

每逢春节、端午节等重要节日，崇
仁县及时调派原籍干部返乡，充分发
挥原籍干部工作队懂政策法律、人缘

地缘熟等优势，认真摸排涉访涉稳信
息，积极主动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
了家乡的和谐稳定。

坐在船头参与维稳

2018年 7月初，航埠镇章氏、方氏
两宗族因修路引发纠纷，双方剑拔弩
张。听说方氏邀集在外务工上百人回
村后，原籍干部工作队队长花凯第一
时间带领原籍干部回村做工作，将返
程村民劝离，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
协议，一场可能引发宗族械斗的重大
矛盾纠纷由此化解在萌芽状态。

“崇仁县沿河的乡镇每年端午节
期间有举行民间庙会和划龙舟习俗，
但以往常因此引发纠纷，少则 10 余
起，多则超过 20起。”崇仁县公安局分
管治安的副局长谭喻江介绍，自开展
机关干部返原籍协同社会治理以来，
连续三年端午节期间，六家桥乡、航
埠镇、孙坊镇等沿河乡镇的原籍干部
返乡做好宣传和疏导工作，并坐在船
头与乡村干部一道参与维稳，有效防
止各村民之间的争执，化解了矛盾苗
头，未发生一起因划龙舟而引发的矛
盾纠纷。

除了维护稳定，服务民生、帮扶贫
困，也是返原籍干部的重要工作内
容。“干部返原籍工作时，充分整合资
源，寻找合适的结合点，帮助乡村开展
民生建设，积极参与项目咨询、项目搭
桥、项目实施等，进一步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县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桃源乡桃源村河东村小组坐落在
山区，该村 70 余户 300 多人的饮水历
来都是靠挖井或用压水井，存在较大
饮水安全问题。当地原籍干部徐国荣
返村工作时，通过积极奔走，多方协调
资源，从 2018 年 6 月开始，历时 2 月
余，从距离村庄 700 多米远的山上引
山泉水入村，并严格按照卫生标准进
行杀菌消毒。全村几百人的安全饮水
问题得到解决。

今年疫情发生后，该县机关干部纷
纷放弃休息时间，返回原户籍所在乡
镇，引导乡亲们一边抓好疫情防控，一
边在贫困劳动力与企业之间当好“红
娘”，既帮助企业加快复产复工步伐，又
帮助身边贫困群众稳就业、增收入。

贫困户邹明华作为这支“红娘队”
解决的第 42名劳务输出对象，十分感
动：“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上岗。公司安
排我当绕线工，每月工资 4500 元，我
很满意。有了这份工作，生活的信心
就足了。”

充分利用人缘地缘优势 维护稳定服务民生

崇仁县机关干部
返原籍协同社会治理

本报记者 陈 璋

4月23日，鄱阳县委宣传部驻高家岭镇龙岭村第一书记武雪姣，在村
新时代广场与村小辣椒艺术团的队员们商量节目的排练。小辣椒艺术团
是鄱阳县首个村级艺术团，脱贫致富的农民通过自己排练节目，宣传党的
扶贫方针政策，大大激发了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鄱阳县高家岭镇龙岭村是“十三五”贫困村，位于鄱田公路东侧，紧邻
高家岭集镇中心。龙岭村种植蔬菜的历史悠久，由于传统农业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发展较慢，农民经济效益提升不足。近年来，高家岭镇把产业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和着力点，通过建立“党支部+基地+产业联社+村
级集体经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按照“统一种植规划、统一采购包装、
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管理、统一对外销售”的“五统一”产业管理模式，
大力发展反季节大棚蔬菜种植。目前，全村蔬菜面积已发展到700多亩，
带动10个村的272贫困户共1041人种植。2018年12月，龙岭村顺利实现
整村脱贫退出，走出了“造血式扶贫”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村子屋前屋后都是当地农民的蔬菜基地村子屋前屋后都是当地农民的蔬菜基地，，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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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正在采摘新鲜蔬菜准备上市销售。

蘑坊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廖金牯在生产车间介绍秸秆利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