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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好局、起
好步，尤为关键。7月 19日，省统计局发布
数据显示：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51.2
亿元，同比增长10.7%。

透过这份农业农村经济“半年报”，我
省是如何育先机、开新局的？记者走访了

“三农”行政主管部门、业内专家及相关企
业负责人。

“三农”开局良好，是应变
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早稻亩产超 500公斤，产量比去年增
加20%，今年有望突破1.5万吨。”7月20日，

“全国十佳农民”、丰城秀市佳和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雷应国说起今年的早稻生产
信心十足。

当前，我省早稻正处于收割期，丰收已
成定局。据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省早稻产量有望突破 135亿斤，较
去年增加 6亿斤；“菜篮子”产品稳定增长，
产量达到 952.3 万吨，同比增长 4.0%；生猪
产能全面恢复，生猪存栏1688.7万头，增长
39.0%；水产品产量118.1万吨，增长2.6%。

全省农业农村经济总体呈现“稳中提
质、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任务实现

“双过半”。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江枝英说，我省作为粮食主产区，
粮食丰收，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加了底

气，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更稳固，更
坚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生产机
制越扎越牢

盛夏时节，高安市的“90 后”新农民丁
旦正组织十几台收割机加紧收割稻子。这
名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高材生，三年前
回国，回到家乡当起了农民，成为种粮大户。
如今，丁旦的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近1万亩，
他利用新的管理理念发展订单农业，带动附
近村庄的上百名农户加入合作社。

一纲举，万目张。早稻产量超 135 亿
斤，是如何实现的？这不仅需要政策扶持，
更要健全的机制。

今年，我省首次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稳定粮食生产的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坚决扛起
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积极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

种粮不仅有荣誉感，动力也在不断提
升。4 月底，早稻生产一结束，安义县龙津
镇就召开早稻生产表彰大会，12 名种粮大
户喜气洋洋接受颁奖。在县里补贴标准的
基础上，龙津镇对12名种粮大户给予奖励。

种田除了给补贴，我省还鼓励各地通
过代耕代管和土地流转等途径复垦撂荒
地，稳定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时

明确，通过补贴等方式，强化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大户和驻村农技员等的科技示
范作用。

保质量、保长远，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供给体系质量效益不
断提升，田间地头高质量发展“成色”越来
越足。

产业结构向优——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截至目前，全省新增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农产品412个、总数达到3894个，主要食
用农产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目
前，全省已形成了稻米、生猪、水产、蔬菜、
休闲农业五大千亿元产业。

发展方式向绿——
稻鸭共生、生态种养，不仅少了虫

害，还节省了农药化肥成本。水稻的品
质提高了，还多了份养鸭收入。“这几年，
我种粮不再是拼产量，还得拼绿色、比质
量。”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塘尾村绿色水
稻种植大户郭天人，说起绿色种植带来
的好处头头是道。他说，以前种粮总是
比产量，累人又挣不到钱，三年前，他转
型发展绿色水稻，如今已有 4 个稻米产品
获绿色食品认证，价格比普通稻米高 40%

以上。
产业形态向新——
7 月 19 日，走进南昌县绿色食品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社员李祥斌正在田边直播
卖玉米：“我家玉米既有糯性，又有甜味。

‘老铁’们，赶快下单吧。”据合作社负责人
介绍，上半年，该合作社的玉米都走网上销
售，卖得很火。另外，合作社还打造玉米产
销一条龙产业，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近200亩
甜糯玉米，解决村民就业近200人。

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推动
农业初加工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抢占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制高点。近年来，我省坚持
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上半年，规模以上龙头企业销
售收入3358亿元，同比增长25.7%。

保质量、保长远，我省粮食生产从“有
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愈加明显，从“旧
动能”向“新动能”的转换日益加速，从“积
累量”向“提升质”的跨越渐入佳境，粮食安
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日益提高。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随着传统农业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民从单打独斗到抱团致富，粮食从单一
生产到产销一体化，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完善利益链，农业越来越有奔头，农民
腰包越来越鼓。

正是早稻丰收时
——我省上半年粮食生产纪实

本报记者 游 静

7 月 19 日，双季早粳水稻新品种
——“中科发早粳 1 号”现场测产会在上
高县锦江镇石湖村举行。经现场测产，
平均亩产567.64公斤。

“中科发早粳1号”是我省引种，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团队选育的
新品种，该品种实现了我国双季早粳稻
在南方试种“零的突破”。

新品种在机插秧、人工插秧、直播和
抛秧等4种栽培模式下均表现优异，尤其
在苗期抗冷、抗旱、成熟期抗穗发芽等农
艺性状中表现突出，且外观品质优、味道
好。“今后人们提前一个季度就能吃上好
吃的新粳米了。”李家洋说。

填补我国水稻生产中的空白
一直以来，双季早粳品种在我国南

方水稻生产中是一个空白。我国双季早
稻生产共有 13 个省区，全部分布在南方
低纬度地区，其中湖南、广西、江西、广东
等4省区播种面积占全国的75%以上。

同早籼稻相比，生长在高纬度地区

的粳稻品种具有抗逆性强、株型优、米
质优、食味佳等明显优点。加速培育
优良双季早粳品种及其推广应用，可
以大大提高早稻米的品质和商业价
值，不仅为农民增加经济效益，同时可
将我国优质新米的上架期提前两至三
个月。

针对我省早稻单产低、米质差、效益
低等问题，去年，我省引种示范由李家洋
院士团队选育的早粳稻新品种“中科发
早粳1号”，示范种植面积200亩，其中机
插秧、人工插秧、直播和抛秧 4种栽培模
式各 50 亩。该品种田间长势均衡，落色
好，无明显病虫害，米外观品质优良，长
宽比达 3.0，米饭香味清淡、表面油光艳
丽，口感明显优于普通早籼稻，实割平均
亩 产 567.64 公 斤 ，高 产 田 块 亩 产 达
613.73 公斤。

据测产组专家介绍，尽管育种专家
已经尝试了几十年，却一直未能在南方
地区培育出实际生产中使用的双季早粳
稻新品种，填补了我国水稻生产中的空
白。

“量身定制”的水稻
早稻新种质为我国优质稻改良示

范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和应用价值。新种质诞生的背后，蕴
含着强大的技术支撑，即分子精准设计
育种。

李家洋团队长期从事高等植物生长
发育与代谢调控的机理研究，并率先提
出了“分子设计育种”的理念，大幅提升
了水稻品种培育效率。针对长江中下
游地区早稻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研究
团队最终育成具有优质、高产、抗寒和
抗穗发芽的全新“中科发”双季早粳新
品种。

据了解，“分子精准设计”就像组装
一台电脑，把相关的水稻基因组合在一
起，就可以培育出满足需要的种子。

“我国的水稻育种研究目前在国际
上处于第一方阵。”李家洋说。但他同时
表示，这一领域挑战犹存，“尽管目前水
稻育种材料聚集了大部分优良性状，但
仍然需要升级与完善。”

零的突破
——双季早粳稻新品种在我省选育试种成功

孙明珠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连日来，安福县河长办组织开
展巡河护河工作，河道保洁员手持工具，捡拾散落在河道、
河边绿化带中的枯枝，打捞河道漂浮物等，防止水污染的
产生。 通讯员 周 琳/图 张 伟/文

本报鹰潭讯 （通讯员祝高明） 梳理影响河湖健康问
题400余个、累计发出排污许可证132张、投资3000万元建
成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平台……自2016年以来，鹰潭市开
展以清洁河湖水质、清理违法行为、清除河湖违建为重点
的“清河行动”，在涉及工业污染、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
染、非法采砂等方面整治成效明显。

从严厉打击非法采砂入手，鹰潭市建立健全河湖综
合执法体制机制，成立河湖综合执法队伍。通过综合执
法，主动出击，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并
从源头上斩断非法采砂现象，依法依规处置采运砂船
只。截至去年底，该市共处置切割废旧及“三无”采运砂
船只 195艘，处置率达 100%。取缔非法上岸码头 52处，拆
除非法卸砂桁吊 45台，清理非法砂石料 15.08万方。

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问题，鹰潭市通过推动大中型养
殖场与第三方处理中心签订畜禽粪污处理协议，持续推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截至目前，该市畜禽养殖粪污
装 备 配 套 率 达 99.67% ，畜 禽 养 殖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95.65%。

鹰潭深入推进“清河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杨平） 为全面落实化肥减量增效工
作，7月 19日至 20日，全省水稻侧深施肥现场培训观摩会
在南昌召开，来自全省各县（市、区）从事土肥技术推广的
专家、农机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种植大户共150多人参加了
培训观摩。

在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农场”观摩现场，技术
专家演示了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操作流程，并就水稻侧深施
肥关键技术进行了现场培训教学。据介绍，水稻侧深施肥
技术，能够实现机插秧与施肥一体化，同步将肥料集中施
于耕层中，可有效减少肥料在田间的养分挥发和径流损
失，提高肥料利用率。据测算，水稻侧深施肥技术较常规
表面撒施方式可减少氮肥用量10%以上，同时还可以减轻
劳动强度，减少人工作业次数，降低人工成本，水稻平均增
产达8%以上，每亩可增加收益100元以上。

近年来，我省以化肥减量增效项目为抓手，大力开展水稻
侧深施肥技术示范，有力提升了广大种植户对水稻侧深施肥
技术的认可度、接受度。通过新型肥料的应用、农机农艺相融
合，实现了作物提质增效、农民节本增收、农田生态改善。

全省水稻侧深施肥
现场培训观摩会召开

7月13日，在九江市都昌县蔡岭镇杨湾村，农民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割早稻。
日前，都昌县27万亩早稻陆续收割，当地农民顶着酷暑天气抓紧抢收。金灿灿的稻田

里，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通讯员 傅建斌摄
稻 香

本报樟树讯 （记者游静 实习生黄晨）
“现在风景变漂亮了，饭后我们都到水库散散
步、吹吹风。”近日，记者走进樟树市昌傅镇孟
塘水库，听到居民这样称赞。

樟树市拥有小型水库 164 座，孟塘水库的
变化只是一个缩影。“以前水库管理模式落
后，管理不规范、管理队伍不专业等问题频
出，水库及周边环境整治也成了老大难问题。”
樟树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针
对这一情况，樟树市水利局攻坚克难、补齐短
板，明确了水库及堤防的管护主体和管护责
任，建立了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工程管理体
制，引入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的江西武大扬帆科技有限公司，探索
实施小型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新路子，实
行“专业化+信息化”管理模式，建立稳定可
靠、使用高效的工程管护经费保障机制以及
奖惩分明、考核有效的工程管理监督机制，提
升当地小型水库和小型堤防管护水平和综合
效益。

据悉，扬帆公司从人员、设备、技术、资金
等方面保障项目实施，推动樟树市小型水库和
小型堤防工程安全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我
们将发挥专业化优势，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水库
和堤防的常态化管护，保护一方安澜。”该项目
负责人表示。

本报贵溪讯 （通讯员郏慧芬） 扫垃圾、清杂草、通沟
渠……连日来，贵溪市天禄镇的镇村干部、在家村民、志愿
者积极参与卫生清理活动。今年以来，该镇以建设美丽宜
居乡镇为落脚点，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作
为优化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以坚决的态度、最严的要求，
整治环境卫生，改善乡村面貌。

该镇通过环境整治“片区网格制”新模式，把全镇分为
集镇创建区和村组创建区，片区长统筹协调解决片区存在
的突出问题、难题，推动环境整治工作落实，构建起一个以
镇为整体、村为区域、村组为单元的管理机制。制定“物业
进乡村”“五定包干”村庄长效管护方案，从卫生保洁、设施
维护、公厕管理、绿化养护和秩序维护五个方面进行，按照
专业人管专业事、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原则，科学制定管护
内容，建立健全村庄村民议事、卫生保洁、设施维护、资金
筹集使用等制度。推广使用“万村码上通”村庄长效管护
平台，吸引更多的群众积极参与到村庄管护中来。

片区网格制 物业进乡村

整治环境卫生改善乡村面貌

樟树探索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新路子

7月20日，丰城市荷湖乡高峰村77岁的村民周二根和
老伴早早地起床，提上当天早上采摘的高山蔬菜，来到村
委会门口站点等待公交车，把这些山货带下山，到集市上
售卖。“以前没有通公交车，出行只能起早摸黑，年纪大了
去一趟集镇不容易。现在坐上一元公交，就能轻松赶集
了。”周大爷欣喜地说。

高峰村位于丰城市荷湖乡玉华山上，距离城区 50 公
里，海拔775米，是丰城市地势最高、距离城区最远的村庄。
全村 1500余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只有 200多名老人、
妇女和幼儿留守。未通公交前，村民上下山只能靠摩托车。

高峰村能开通一元公交车，源于丰城市人大一次调研
建议。丰城市将高峰村开通公交作为重点督办内容。宜
春汽运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一分公司投放一辆核载 30 人的
中型客车。每3天运行一次，起点为丰城新城汽车总站，终
点为高峰村委会。

一元公交正式开通，成为高峰村的“头条新闻”。“我是
土生土长的高峰人，往常乡亲们走到荷湖集镇要花 3个多
小时。如今，山里的乡亲们，特别是老年人去集镇再也不
用肩扛手提爬山路了，感谢政府惠民政策和汽运企业的爱
心帮助。”在丰城市中医院工作的桂明由衷地感慨道。

一元公交真好
熊佳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