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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新余市渝水区产粮大乡——

南安乡遍地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摆动，

田野泛起重重金色稻浪。该乡今年种植水

稻 4 万余亩，晚稻收割后，大量水稻秸秆如

何回收利用？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稻田吃上“营养餐”

11 月 1 日，在新生村，种粮大户傅林钦

驾驶水稻收割粉碎一体机，忙着抢收晚稻。

与众不同的收割场景，还是让记者感到震

撼 。 只 见 一 排 排 低 茬 收 割 的 水 稻 被 机 器

“吃”进去，稻粒留在了储仓里，粉碎后的水

稻秸秆从机器尾部“吐”出，均匀地喷撒在田

间。同时，跟在后面行驶的翻耕机，锋利的

旋耕刀片不断翻耕泥土，将粉碎后的秸秆直

接混埋在耕作层土壤中。

“翻耕完土地，就可以下油菜种了。”傅

林钦说。以前，农户收完晚稻，水稻秸秆或

任其在田间腐烂沤肥，或“一把火”烧了。但

这 样 做 ，要 么 容 易 滋 生 虫 害 ，要 么 污 染 环

境。傅林钦说，这种水稻秸秆处理模式，正

逐渐被淘汰。

如何变废为宝？“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

能更好地增强土地肥力。”傅林钦笑着说。

据了解，如今南安乡的种粮大户多采用直接

粉碎还田的方式处理秸秆，既防止秸秆焚烧

造成环境污染，又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增强

土地肥力。

但种粮小户对此热情不高。“收割水稻、

粉碎秸秆同时作业，速度慢、成本高，每亩机

收成本要高出 15 元左右。”傅林钦说。此外，

许多种粮小户未购买收割粉碎一体机，而是

租用专业化合作社的农机。农忙时，合作社

订单多，为赶进度，往往不会主动粉碎秸秆。

今年，南安乡集中打造了多个秸秆直接

还田示范区域，全乡示范总面积达 4500 亩。

“下一步将着重引导种粮小户和专业化合作

社，按照标准化、示范化要求，做好秸秆直接

还田工作。”陪同采访的南安乡干部说。

果树巧盖“防寒被”

11 月 13 日，记者在荆兰村清甜果园看

到，果农将水稻秸秆撕成块状，整齐地铺在

蜜橘树下。“幼苗抗寒能力差，铺设秸秆能起

到很好的保温作用。”见记者疑惑，负责人易

糖芽忙解释道。他告诉记者，果园去年栽种

了近万棵蜜橘苗，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他必

须给予果苗全方位的保护。

即便是成年果树，遭遇寒冷年份，也需

要铺设水稻秸秆防寒。易糖芽介绍，2018 年

冬，渝水区遭遇罕见的严寒天气，南安乡、姚

圩镇等地冻坏了不少果树。灾后，果农开始

加强果树的防寒工作，但建大棚、铺地膜等

方式成本太高，于是，果农把目光投向物美

价廉的水稻秸秆。

铺设秸秆的作用不光是保温，还能抑制

杂草生长。往年，不铺设秸秆，来年春季，果

园里杂草容易生长，增加病虫害风险，影响

果树健康。“果园要请人除草除虫，不仅耗费

人工成本，还耽误农时。”易糖芽说。

铺设的秸秆需不需要再次移除呢？“到

第二年春季，秸秆会自动分解腐烂，能增强

土地肥力，给果树提供养分呢。”易糖芽笑着

说。如今，这种秸秆异地还田覆盖模式深受

当地果农认可，南安乡目前秸秆异地还田示

范面积达到了 300 亩。

小秸秆有大作用，但易糖芽仍有困扰。

“从事秸秆机收的专业合作社不多，市场上的

秸秆供不应求。”易糖芽告诉记者，果园目前

已经消耗了近千亩水稻秸秆，但还远远不

够。给果园提供秸秆的合作社只有一台秸秆

打捆一体机，供应能力有限。渝水区农业农

村和粮食局有关负责人坦言，当前，南安乡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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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通过政策补贴等方式

鼓励更多企业、组织甚至农户参与进来。

循环利用获双赢

前不久，高峰村种粮大户章六根 1200 亩

晚稻刚刚收割完，新余蘑坊菌业有限公司的

秸秆打捆一体机就进场了。11 月 8 日，记者

在高峰村连片的稻田间看到，伴随着轰鸣

声，两名驾驶员操作着农机来回行驶，只见

一簇簇散乱的水稻秸秆被机器迅速“吞掉”，

随后被压缩成方砖状的秸秆包，从机器后被

“吐出来”。

今年初，章六根与蘑坊菌业公司签订协

议，水稻秸秆由蘑坊菌业公司免费收走。换

取的回报是，蘑坊菌业公司为他翻耕土地。

待蘑菇下架后，蘑坊菌业公司将废弃的蘑菇

渣掺杂粪肥再加工，变成有机肥，重新施回

田里，提高土地肥力。

“两台机器同时作业，每天打捆 150 亩。”

蘑坊菌业公司员工晏思平领着记者查看作

业进度。他告诉记者，公司主要种植双孢

菇，水稻秸秆是生物基料发酵的必备原料。

今年初，他们与南安乡种粮大户签订了 1700
亩水稻秸秆回收协议。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不断优化的。原先，蘑坊菌业公司用现金向

种粮大户购买秸秆。“按照每亩 20 至 30 元的

价格收购。”晏思平介绍。种粮大户没有秸

秆打捆一体机，公司还需要租用农机、雇佣

人工，折合每吨收购价约 550 元。如今，采用

实物补偿的方式，加上政策补贴，每吨收割

成本降至约 420 元。

种粮大户也落得清闲。“田里的活不仅

有人管，还比自己管得好，从来没有这么舒

心过。”章六根笑着说。相比秸秆直接还田，

蘑菇渣有机肥肥力更强，能节约不少购买化

肥的花销。

其实，蘑坊菌业公司在南安乡建厂投

产，看中的就是这里大量废弃的水稻秸秆。

晏思平告诉记者，原先，他们从南昌等地购

买水稻秸秆，运输成本较高。如今就地取

材，公司、农户各取所需，一举两得。今年以

来，南安乡按规划，已对 1200 亩稻田开展打

捆离田基料化沃土技术示范区建设，形成了

“秸—菌—肥”循环回田，实现秸秆废弃物生

态循环利用。

近年来，南安乡以农作物秸秆沃土模式

利用为目标，绿色生态循环为导向，开展水

稻秸秆综合利用“三示范”，即秸秆高效直接

还田示范、秸秆异地还田示范、秸秆循环回

田沃土技术服务示范。从而，提升土壤有机

质，形成秸秆科学还田模式，建立秸秆沃土

长效机制。

记者从渝水区农粮局获悉，因为秸秆利

用绿色高效，渝水区今年入选全省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重点县（沃土模式县），下达中央

奖补资金 645 万元。“南安乡的水稻秸秆综合

利用成效，将极大激发相关企业和农户投身绿

色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的热情，也必将助推乡村

的生态振兴。”该区农粮局相关负责人说。

秸秆沃秸秆沃土 粮田“进补”
——渝水区南安乡秸秆回收利用见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江拓华 文/图

今年以来，德兴市成功引进亿元重大项

目 29 个，总投资 382 亿元，其中“5020”项目 5
个；实际利用省外项目资金达 60.6 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现汇）1549 万美元。项目争相

落地的背后，是对德兴营商环境的最佳肯

定。深秋时节，记者来到德兴，实地感受当

地政府在“服”上求实效，精准施策，为解决

企业“成长的烦恼”提供更广、更快、更实在

的支撑，使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得到

了进一步激发。

畅通渠道，多举措破解融资难

在德兴市香屯遮阳产业园裕佳纺织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工人们娴熟地

穿梭于纱线之间，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产

品。该公司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节能环保喷

气纺织技术，年生产高中档服饰面料、里料、

窗帘 2000 余万米。“今年市场销路很好，扩大

生产线后，公司资金流转出现了一定的困

难。”裕佳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戴海兰告诉

记者，得知公司的困难后，德兴市铜都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担保服

务，并将担保费率降到了最低。

11 月 7 日上午，500 万元贷款由上饶银

行顺利放款，拿到贷款后戴海兰总算松了一

口气。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德兴市铜都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为 292 家中小企业提供

担保贷款 3.1 亿元。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中小微企

业生存和发展的瓶颈，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后，德兴出台多项支持企业发展的金融和

财税政策，不仅成立了铜都融资担保公司，

还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产品“德兴贷”，

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截至 9 月

末，今年全市累计新增企业贷款 23 亿元，帮

助诸多企业渡过难关。”德兴市金融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王建华介绍，在出台相关金融政

策及配套措施后，该市深入推进政府性融资

担保一体化建设，通过组建担保公司、融资

租赁公司，推出免保证、免抵押、费率优、办

理快的担保业务产品，有效降低担保门槛，

提升融资担保服务精准性、高效性，通过畅

通金融血液，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问需问计，企业点单部门服务

“我们标准厂房的验收，都是多个部门

约好一次性上门，在这里投资兴业，政府真

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贴心服务。”德兴卓尔黄

金珠宝城项目负责人张崇雨介绍说，项目验

收时，相关部门会提前与企业约好，住建、消

防等多个部门集中一起办公。

今年 3 月，德兴市创新推出“领导坐堂

制”和“您有事、我来办”，通过“一把手”体验

办事流程，督促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工作落实

到位。德兴市发改委主任汪学军在坐班体

验群众办事流程时发现，涉工程建设项目存

在审批流程时间长、涉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涉

及多部门多次到企业验收的情况。“发现这

个问题后，由我们和住建局联合牵头，推动

涉工程建设审批项目的改革，将原来的审批

时限由 90 天压缩至 41 天，成立联合验收小

组验收涉工程建设项目，一家企业一次验收

完毕。”汪学军说，36 个市直部门负责人通过

坐班体验，问需问计于企，切实优化了营商

环境，在解决问题中获得了群众的认可。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解决企业

群众办事难点、堵点问题，从 10 月份开始，

德兴还将“您有事，我来办”领导坐班服务打

造为常态化的活动，由市四套班子领导带领

部门负责人坐班，通过现场办公解决发展中

的难点堵点。

进入 11 月，拥有 600 余家淘宝店的新岗

山镇体泉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为

能够更好地在一线发现问题、一线研究问

题、一线解决问题，连日来，新岗山镇组成专

班来到体泉村，就通信网络、供电、物流等保

障情况多次召开协调会。新岗山镇镇长朱

道清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地将物流成本降

下来，我们与邮政、顺丰等物流企业进行专

题研究，按照《德兴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引

导基金暨商贸流通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规定，对物流企业进行专项补贴，提高了

当地电商企业的竞争力。”

支持企业发展的举措就实避虚，助力企

业发展的意识深入人心，服务企业发展的多

方协同联动……德兴市先后出台了《德兴市

优化升级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实施意

见》《关于加速发展大工业提升工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形成了一套

系统完整的政策体系。“体会企业之难，解决

企业之急，回应企业之盼，推动营商环境优

化升级，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

到问题不发现不放手、解决不彻底不松劲、

群众不满意不收兵，全力打通堵点、消除痛

点、破解难点，从而构建起从企业角度去想

问 题 、办 事 情 、定 政 策 的 营 商 环 境 生 态 链

条。”德兴市营商办主任吴英红说，目前，德

兴市正以营商环境的“优”，促进市场主体的

“活”，助推经济持续稳健发展。

从“营商”到“宜商”
——德兴优化举措打造安商暖企高地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本报铜鼓讯 （全媒体记者朱兆恺）11 月 10 日，在铜鼓县带溪乡东

源村的一面墙前，记者看到了正在聚精会神绘制墙画的袁霆，在他的

不远处，放置着一台正在做直播的手机。

2019 年，袁霆因在外上班受伤回到铜鼓养伤，恰逢周边乡村需要

写标语，有村民看他字写得不错，就推荐了他。袁霆把写字的过程拍

成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想到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在墙上写了一段时间字后，袁霆发现光写字整个墙面很单调，就

尝试画一些墙画。没有绘画基础的袁霆边学边画，几年来，不仅在铜

鼓，在周边县（市、区）的乡村也留下了很多墙画作品，绘亮了当地的

秀美乡村。

“未来，我希望能

去专业的美术院校学

习，把更多更好的作品

留在乡村。”袁霆说。

农机手在高峰村进行水稻秸秆打捆作业农机手在高峰村进行水稻秸秆打捆作业

果农在荆兰村清甜果园为果树幼苗铺秸秆果农在荆兰村清甜果园为果树幼苗铺秸秆

绘亮秀美乡村绘亮秀美乡村

扫码看扫码看 ◀◀ ◀◀ ◀◀ ◀◀袁霆的墙画作品袁霆的墙画作品 袁霆直播绘墙画的过程袁霆直播绘墙画的过程

袁霆正在绘墙画袁霆正在绘墙画

本报横峰讯 （通讯员俞持富）今年以来，横峰县

不断培育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努力走出一条市场

化、规模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为乡村全

面振兴积蓄发展后劲。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体系。该县积极打造“葛油

柚”为主的“3+N”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北部山区形成

了葛根、油茶为主的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缓坡形成

了四季采摘精品区，南部低丘形成了加工、休闲农业

三产融合试验区。目前，该县有葛根种植面积 2 万亩，

高产油茶种植面积 3 万亩，建成马家柚、葡萄等特色产

业百亩以上连片种植基地 159 个。

制种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横峰被列为国家级

油菜制种大县，该县通过与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进行战略合作，建成水

稻制种基地 1.1 万亩，葛根种苗基地 300 亩，油茶种苗

基地 200 亩，中药材种苗基地 150 亩，马家柚苗木繁育

基地 150 亩，红薯脱毒种苗繁育基地 100 亩等。

农业产业化不断提升。横峰县推出了“横有峰

味·自然好物出横峰”农旅产品公用品牌，成功与上市

公司“叮咚买菜”签订包销订单合同，打通了农产品线

上销售渠道。该县还积极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农

业的作用，围绕以葛油柚为主的“3+N”特色产业，打

造了 2 个物联网示范基地等。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章晋辉、王静雅）近年来，抚

州市临川区大力实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

挥金融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破除乡村振兴

发展“瓶颈”，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为全力推进示范村创建工作，该区安排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资金 4000 万元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水平等。不断拓宽金融渠道，

提质服务助力农民富。与农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

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发力，利用“农户大数据平台”，通

过开展“上门授信”“整村授信”等一系列行动，构建金

融“快车道”。在 345 个行政村建立“金融服务站”，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金融“注入活水”，进

一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解决发展资金难题，助

力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已授信农户 16381 户，发放信

贷 23.71 亿元。

本报新干讯 （通讯员罗小群 邓小星）“以前办

事，不知道要找谁，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材料，在这里

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我全办妥了，真没想到这么方便高

效！”日前，从外地来新干县大洋洲镇投资的吴先生体

验“民情赶集工作室”的热情服务后赞叹道。

吴先生所称赞的是新干县创新推出的便民服务

新举措——党委委员“民情赶集日”活动。近年来，该

县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在各乡镇墟镇人

流量最密集的地段设置“民情赶集工作室”，组织乡镇

党委委员“赶集”收民意，“出摊”解民忧，把便民服务

窗口“前移”，力促为民、安民、暖民热情“升温”。

该县纪委监委牵头，建立完善民情“记账”“理账”

“结账”“入账”四步压茬式办理工作机制，对群众的诉

求建议实行“照单全收、分类交办、闭环管理、全程随

访”，一般诉求当场解决或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并反馈到

位，复杂诉求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并反馈，确需延期办

理的则由相关人员负责跟踪直至办结，保证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着落。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民情赶集

日”活动开展以来，已为群众解决问题 1100 余个，群众

满意率 100%。

本报广昌讯 （通讯员徐维栋）近年来，广昌县医

保部门全力打造“贴心医保”服务品牌，持续推进医保

服务网上办、就近办、帮代办，打通医保经办服务“最

后一公里”，实现了“零跑腿”“不见面”网上办理，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 62 岁的廖端生从广昌县某单位退休后随子

女定居广州，得知今后看病可以在外地直接结算，他

高兴地说：“以前看病后要将发票寄给亲戚帮忙办理，

现在方便多了。”为解决参保群众异地就医备案、报销

往返跑等难题，广昌县依托江西智慧医保手机软件、

国家医保异地结算平台、赣服通、微信、电话等多种渠

道，让参保群众自助办理，并取消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医嘱单复印件、异地住院证明等材料，住院费用刷卡

直接结算，实现异地就医备案“最多跑一次”，甚至“一

次不用跑”。同时，广昌县还实现小病、慢病家门口刷

卡 直 报 ，全 县 村 级 卫 健 室 医 保 及 时 结 算 实 现“ 村 村

通”，参保群众在村卫健室看病可直接刷卡报销。此

外，该县还推出医保服务“五代办”，在乡（镇）医保所、

社区卫生服务室和村卫健室设立医保事项代办点，为

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参保缴费、电子凭证申领、慢性病

申报、异地就医申请、医疗费用报销等五项代办服务，

实现群众“家门口”办理医保业务。

横峰深耕现代农业

广昌医保“零距离”经办

临川金融“活水”助振兴

新干赶集收民意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