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综合 一版责编 冯 兵 版式设计 李 鹏 八版责编 刘晓瑞 美编 李 鹏 校对 裴旭薇 孙 勇

2021年 7月26日 星期一

E-mail：ycrbjjxwb@126.com

从水渠里接好管子，爬上来后，吴亮亮的汗
水已经把 T 恤衫打了个湿透。

七月上旬，好多天气温都达 38℃，而且没
下一场透雨，山西新绛县运安农机服务合作社
托管的 6000 亩玉米干旱严重，村里的 3 面深井
开足马力抽水，每天也只能浇 20 亩。这使 33 岁
的合作社理事长吴亮亮整夜辗转反侧，他想引
汾河水，但还需通过临河村庄的泵站。7 月 18
日早上，他刚联系好提水的泵站，就立即与合作
社的工人们来整理渠道。

满满的一渠水，翻卷细浪，向干渴的玉米地
欢快地流去，吴亮亮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说：“河水每天能浇 100 亩玉米，地里的深井
也在昼夜不停地抽水，这下玉米的旱情就缓解
了。”

成立于 10 年前的运安农机合作社有拖拉
机 45 台，小麦和玉米联合收割机 38 台，各种配
套的农机具 220 台，担负着龙兴镇 17 个村的农
业生产托管作业任务，能服务 1 万亩土地的耕
作、播种、施肥、收获、运输，实行整村集中作业。

“夏收期间，我们合作社完成小麦机收任务
1.9 万亩，玉米播种任务 7150 亩，还与 1800 个农
户签订了农业生产托管合同。”吴亮亮说。

2019 年，新绛县被确定为山西省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试点县，后来又被确定为山西省农业
生产托管金融创新服务试点县，已完成托管服
务面积 3.3万亩。

今年，该县把粮食主产区龙兴、三泉、古交
镇的娄庄、周庄、双陀、王村作为试点，依托“三
级党组织引领+三级平台化服务+一方数字化
管理”的“331”模式，打造“三镇四村五千亩”农
业生产托管示范试点基地，实现土地集中连片
托管。农业托管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磅礴
发展，为农户提供着耕、种、收、管等“一条龙”服
务。

全程服务
土地有了“田保姆”

三泉镇双陀村的李朝辉有 16 亩土地，他把
土地交给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全程托管，
每年合作社给他 1.6 万元。他说：“我经营 3 台
营运车，所以没把土地耕种当一回事，人哄地，
地哄人，每年地里收入仅千余元。现在把土地
交给合作社全程托管，我也能把精力放到营运
车上了，年收入超过 10万元。”

“虽然说家里有地，但是从种到收都不用自
己管，没想到收益还这么好。”双陀村的 63 岁退
休教师李圣宝有 10 亩地，他自己耕种了几年，
几乎没有利润。他把土地交给了珍粮粮食种植
专业合作社全程托管，今年收入了 1 万元，他高
兴地逢人就说。

三泉镇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晁
贞良说：“双陀村 2000 亩土地以托管的形式交
给我们合作社，农民保留自己对集体土地的承
包经营权，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整地、播种、施肥、
打药、收割、运输、收储、销售等精细化的全程托
管服务。我们统一购进农资，统一耕、种、防、
收，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托管以后，我们
导入了新的品种、新的技术、新的农业装备，使
产量有了大的提高。今年我们引进的‘良星
68’新品种，平均亩产 735 公斤，打破了我们运
城市水地小麦的高产纪录。”

新绛县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
合作社示范社，他们组织土地规模化、集约化、
机械化操作，为农户提供农资供应、植保服务、
农民培训、农技推广、产后服务、加工销售等全
产业链服务。年机械化作业面积达 8 万亩，可
为农民提供全程化保姆式的服务，成了新绛县
土地托管的领头羊。

每逢农忙季节，新绛县土地托管公司的近
千台农业机械穿梭在田间地头，成为时下新农
村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服务农民的托管合作
社集中机械、集中时间的规模作业，既节约了作
业时间，又做到了适时播种和收获，不误农时。

2019 年，新绛县投入资金 300 万元，确定了
8 个服务组织，安装 GPS 设备的作业农机 245
台，服务小农户 7160 户，服务经营主体 20 个。
2020 年，他们利用省里下达的 200 万元资金，确
定了 6 家服务组织，通过资金及项目的投入，全
面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高效发展。

“新绛县耕地面积 52 万亩，粮食无公害产

品认证 8 个，小麦通过了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是
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是晋南地区最大的粮食购
销集散地。全县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有 217 个，使新绛县的土地托管从个
别环节向全程托管延伸，从粮食作物向水稻等
作物拓展，促进全县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规模
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新绛县副县长贾龙龙
说。

共赢多效
合作社与农户“共收益”

马首山下的北张镇李家庄村，农机手李家
虎从小就爱鼓捣农机具。新绛县被确定为山西
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县后，他看准机会，一
边更新自己的农机具，一边与农户签订土地托
管合同。现在他的合作社有大中型拖拉机 55
合，联合收获机 25 台，各类配套农机具 150 余
件，固定资产达 500 万元，单季作业面积 2 万亩，
全年完成农机作业面积 8 万亩，可服务附近 10
个村庄，2800 余农户，满足了周边村庄主要农
作物全程机械化的要求。

李家虎全程托管了村里的 300 亩土地，保
底每亩地给农民 500 元，庄稼收获后还要按 3∶7
的比例给农户再次分红，农民得三成，合作社得
七成。一组村民李银海 3 亩地，托管收入 1500
元，第二次分红还得了 480 元。李银海说：“土
地托管后的效益比自己耕种翻了几倍都不止。”

43 岁的农村妇女王瑶琴精干中透着精明，
她把自己的 8 亩土地交给合作社托管后，投资
一百万元购买了两台联合收割机和 3 台拖拉
机，用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她投资 30 万元购
置的茎穗兼收的收割机，不仅可以收获玉米，还
能使秸秆变废为宝，成为养殖户的抢手货。她
的 茎 穗 兼 收 联 合 收 割 机 去 年 作 业 面 积 就 达
1300 亩，收入超过了 10 万元。她说：“我的茎穗
兼收的收割机每亩地向农民收 60 到 80 元，而收
割 机 打 捆 后 的 秸 秆 ，农 民 就 可 以 卖 到 120 多
元。”

7 月的龙兴镇娄庄村，风吹着翠绿的稻田，
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水稻的清香。汾河岸畔的娄
庄村，原是一个贫困村，有河滩地 2300 多亩，其
中盐碱地占了 1000 多亩。村“两委”班子带领
村民探索“以稻治碱、变废为宝、产业脱贫”之
路，在盐碱地里试种了水稻获得成功。此后，他
们发展了机械化育秧基地，购置了插秧机，实现
了机械化育秧、插秧，生产面积逐年增加。今
年，娄庄村水稻种植面积达 1000 亩。

娄庄村的聚英水稻种植合作社成立后，托
管了村里的 800 亩水稻田。村委会主任张高平
说“娄庄村世世代代都是以种粮为生，根本没种
植水稻的经验，合作社把村民的稻田托管后，统
一聘请技术员，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打娄
庄水稻的品牌。我们投资 100 万元建成了一条
大米加工线，自主完成产品的精加工、精包装，
并推出了高端、中端、低端产品，使娄庄的大米
销售一空，这些都是土地托管后集约经营才能
完成的，不仅使村民受了益，合作社也得到了迅
速发展。”

运安农机合作社的吴亮亮算了一笔账：去
年，合作社完成小麦生产任务 5349 亩，为农民
每亩节省 45 元，合计优惠 24 万元，合作社机械
作业费每亩 105 元，合计收入 56 万元。完成了
玉米的生产任务 3400 亩，为农民每亩节省 48
元，合计优惠 16 万元，合作社机械作业费每亩
112 元，合计收入 38 万元。年节支增效 80 余万
元，解放了 1820 多个劳动力，实现经济收入 216
万元。

今年 6 月 11 日，新绛县农业托管服务中心
挂牌之际，前来调研的新绛县委副书记陈小光
和县农经中心主任邢岗也细细帮农民算了一笔
账：旋耕每亩地，托管合作社要 30 元，农户自种
要 40 元；种子合作社每亩 76 元，农户自种要 88
元；播种和施肥合作社每亩要 35 元，农户自种
要 50 元；除草合作社每亩 15 元，农户自种要 20
元；叶面肥合作社要 15 元，农户自种要 20 元；收
获和运输合作社 45 元，农户自种要 60 元，总成
本合作社是 216 元，而农户自种要最少要花费
278 元。在产量和收益上，托管后产量要达每
亩 450 公斤，农户自种的 400 公斤每亩，合作社
的每亩收益 918 元，农户自种的 706 元，每亩效
益要差 212元。

良好的效益，使土地托管工作在新绛县迅
速铺开，新绛县农经中心为使这项工作再加一
把火，在三泉镇、泽掌镇、古交等粮食主产区路
口醒目位置设立了“托管省钱又增收，农民种地
不用愁”和“农业生产找托管，农民增收地增产”
等托管宣传牌和墙面标语，悬挂了托管宣传条
幅，印制了数万余份宣传单和宣传彩页，通过深
入田间地头发放宣传单的方式，提高群众政策
知晓率，扩大宣传效果。他们还组织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培训，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农业生
产托管的积极性。

未来可期
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龙兴镇周庄村黄俊明在帮忙公司干活，每
月收入 5000 元左右。运安合作社把他的 4.2 亩
土地全程托管后，每年给他 1680 元。7 月 19 日
早上在村口碰上他时，他已经在县里的汾河湾
市场卸了两车货，挣了 180 元。他说自己在村
北还有 3.3 亩土地，希望合作社能托管了，自己
就再不操心地里了，一心一意地到城里挣钱。
但是因为土地不连片，和合作社一直达不成协
议。

农业托管是在小农户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
条件下，将农业生产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
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
的农业经营方式。但托管小地块很难创造高效
益，对此，新绛县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土地
托管部的马栋梁深有感触：“农民的地块都是分
散的，一户农民的几块地可能分布在村里好几
个地方，开着机子从这家地里收完再出来去另
一家，燃油、人力成本都高，向农民收取的服务
费也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绛县委、县政府成立
了领导组，制定了实施方案，给予政策和资金支
持，在粮食主产区的龙兴、泽掌、北张、泉掌、古
交、三泉等 6 个镇设立托管服务中心。他们还
重点选择了龙兴、三泉、古交 3 个镇的娄庄、周
庄、双陀、王村 4 个村为土地连片托管试点，实
施面积在 5000 亩以上。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县政府仍然拿出了 45 万元支持这项工作。陈
小光说：“我们就是要通过试点引领，以点带面，
带动全县更多服务主体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努力把新绛县土地托管工作打造成全运城
市乃至全省的特色亮点。”

古交镇王村紧靠汾河边，土地肥沃，水利条
件好，农民连片种植，还舍得给土地投资，小麦
和玉米的产量在方圆几十个村里均拔尖。新绛
县里把这个村作为连片种植的试点村，计划完
成连片托管 2000 亩。古交镇上为了推进工作
开展，专门成立了由两个副镇长挂帅的 9 人工
作组，村里的 5 个居民小组每组抽 3 名干部配合
工作。

工作刚开展就遇到阻力，原来村里的几个
经营上百亩土地的种粮大户，也是租的村民的
土地，每亩地只给村民出几百块钱，农业托管合
作社现在每亩地出到了 1000 元，他们心里十分
地不愿意。村委主任姚国朋在镇里立下军令
状，他坚决地说：“为村民谋利益的好事，就是豁
上自己身子，也要如期完成土地托管任务。”

古交镇党委书记周立强好几次早上 6 点就
赶到王村，敲开姚国朋的家门，向他了解前一天
工作进展，安排当天的工作。陈小光也多次到
王村给村干部鼓劲打气。姚国朋说：“有一天早
上，陈小光书记 9 点就到了王村，直到晚上 10 点
才回去。饿了吃香肠和饼子，渴了就喝矿泉
水。他耐心做村民的工作，使许多村民醍醐灌
顶般明白了土地托管的意义。”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王村完成了 600 亩的
土地全托和 1500 亩的土地半托管任务，2100 亩
土地按季节种上了玉米。

汾水逶迤，远山如黛。傍晚，一场透雨过
后，一片又一片的玉米田变得格外青翠，像一幅
绿色的画卷铺向了远处的天际。站在田野里，
静静地伫立，就能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那么地
清脆，那么地充满磅礴生命力。

“往年我们每亩地的玉米苗仅 3800 株，今
年托管合作社种植的玉米每亩达 4300 株，而且
苗壮秆儿粗，托管后的效益肯定不会差。”姚国
朋高兴地说。

无疑，今年的秋天又是一个丰收季。

“ 托 管 ”的 力 量
卫世新

7月 22日晚 7点，受连日暴雨影响，南同
蒲铁路襄汾站上游1公里处发生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险情，致使线路中断，情况十分危急。

晚 8 点，运三高速公路三门峡公铁黄
河大桥连接线工程项目部接到中国铁路太

原局集团抢险指令后，立即组织抢险救援
人员连夜赶赴险情段进行抢险救援。

经过 10 个多小时的彻夜鏖战，截至 23
日 6 时，铁路路基边坡得到了有效稳固，南
同蒲铁路恢复运行。 秦 伟 摄

本报讯 （记者 范 娜） 近日，我市
遭遇大范围极端强降雨天气，为应对强降
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等情况，市农业农
村局高度重视，先后下发了 《关于做好全
市农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和 《关
于做好应对阵性降水天气的紧急通知》，
切实将应急防范工作落实落细。

为应对防汛抗旱和较强降水，市农业
农村局采取了五项应对措施。

一是制定完善农业防灾减灾应急预
案。为科学做好低温冻害、冰雹、大风、
洪涝、干旱和干热风等六种农业自然灾害
的预防、应急处置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
损失，促进农业生产安全有序、可持续发
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
局成立了局长为组长，各分管领导任副组
长，由局办公室、法规科、蔬菜站等 13
科站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运城市农业自然
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并设现场组、专家
组、宣传组和督查 4 个组，主要职责包括
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发布预警公告、指导
各县开展农业自然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等
相关工作。

二是建立完善农情信息调度系统。该
局通过邮箱、微信、短信等方式，建立起
了部、省、市、县、乡五级农情信息调度
系统，采取闲暇农时季节一周一报、繁忙

农时季节一周三报、紧急情况一天一报的
工作机制，及时收集春播、夏收夏播、秋
收秋播、极端天气灾情统计等农情农事信
息。

三是及时发布极端灾害天气预警信
息。该局始终把关注天气变化作为应对灾
害天气的首要工作，持续加强与气象部门
的沟通会商，及时将极端灾害天气预警信
息通过农情系统向广大农户发布，如果发
生灾害，及时发布补救措施并派出专家指
导组现场指导等，打通了防灾减灾最后一
公里。

四是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指导和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按照市农业农村局下发的

《关于做好全市农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知》要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做好应急值守和
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对农业系统防汛、防治
病虫害、防灾减灾工作进行督导，确保粮食
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落到实处。

五是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为增强抵御
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自然灾害救
助水平，该局积极向省、市有关部门申请
救助资金，储备救灾物资。先后购买 34.6
吨肥料，7.26 吨农药，9 吨玉米种子进行
一级储备，确保一旦出现汛情和险情，这
些救灾物资可随时运送灾区，帮助恢复灾
后农业生产。

市农业农村局——

采取五项举措 做好灾害防范

观 察 打造现代农业强市

本报讯 7 月 21 日，晋控电力蒲洲热
电公司举行了“防强降雨、汛情、强对流
天气”实战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永济市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突降暴雨，厂区排水不及时，大量雨水涌
入循环泵房、#4 机组凝泵坑，重要设备
面临水淹的危险，对机组的安全运行带来
很大的安全隐患。当班值长向防洪防汛救
灾办公室主任及现场总指挥、常务副总指
挥报告“险情”。现场总指挥向雨季“三
防”办公室主任下达命令，立即启动三级
防汛应急预案。

设置警示标志、拉隔离警戒线、装填
码放沙袋、机房门口堵水、潜水泵抽水
……100 名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展开“#4
机凝泵坑、循环泵房现场救援”，4 个抢
险小组按照分工，分别奔赴主厂房区域、
循环泵房及#4 机凝泵坑、全厂电缆沟及

雨水口、全厂雨排水系统及厂外防洪沟和
灰场进行抢险救援。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奋战，现场#4 机
凝泵坑、循环泵房进水的态势得到遏制，
机房积水全部抽出，电力设备安全无恙。
暴雨黄色预警予以解除，险情全面解除。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公司
“防强降雨、汛情、防强对流天气应急预
案”保障措施的落实，提升了公司应对安
全生产事故和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提高了
公司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防洪抢险实战
能力。

“ 要 未 雨 绸 缪 ， 以 防 为 主 ， 以 练 为
战，时刻做好准备应对紧急情况，做到紧
急情况下‘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为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演
练结束后，参战员工表示。

（景月菊）

晋控电力蒲洲热电公司——

举行防汛演练 强化应急能力

新绛县珍粮粮食合作社在托管的农民土地上实施收割新绛县珍粮粮食合作社在托管的农民土地上实施收割、、播种一体化机械作业播种一体化机械作业 卫世新卫世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樊朋展）7 月 24 日，一场时
尚魅力的青岛啤酒节，为运城市民带来全新的
狂欢体验。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此刻，市区也褪去了
白日炎热的气息，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当晚 7
时 30 分，在啦啦队的热舞中，青岛啤酒节在万
达广场激情开幕。紧接着，青岛啤酒营销中心
相关人员为青岛啤酒节致辞。同时，邀请市民
朋友感受缤纷的啤酒世界，人人举杯共同畅饮，
畅享欢聚时刻。

在开幕现场，参加过央视《星光大道》节目
的歌手王向阳倾情演出，台上台下热烈互动，歌
声和音符点燃全场。

现场除了畅饮啤酒之外，还有酒王争霸赛、
摇一摇互动、各式各样的烧烤海鲜等。伴着夜
色，好友相聚，品尝美食，举杯畅饮，感受惬意的
冰凉一夏。

本届啤酒节上，青岛啤酒精心准备了“只有
酿酒师才能喝到的啤酒”原浆啤酒和 100%全麦
酿造的白啤，更有特色精酿家族、黑白配、高端
限定等啤酒套餐也纷纷亮相。

据悉，该届啤酒节将历时 10 天，集吃、喝、
玩、乐、游于一体，集中满足市民的多种消费需
求。活动期间，青岛啤酒还为运城市民送出大
量啤酒节免费畅饮券，为广大消费者送出夏日
福利。

夏日清凉 啤酒狂欢

第二届运城青岛啤酒节激情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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