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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盐碱滩上也能种出好果树
3月17日，春回大地，东营市

利津县陈庄镇道口村苹果种植基
地，道口村党支部书记陈国富正带
领着16户苹果种植户立桩、拉线、
挖坑、栽苗……忙得不亦乐乎。不
过他们的种植方式有些怪：地上隆
起一条条一米高的土岭，像葡萄园
一样拉起了线，树起了立桩。

“这是我们刚学来的新型苹果
种植方式。”陈国富解释说。

原来，道口村虽然是一个多年
的苹果专业村，但品种老化，种植
方式落后，结的苹果质次价低，村
民种植积极性逐年下降。今年春
天，借着陈庄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的东风，道口村采取“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在村内流
转了600亩土地，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其中，有16户村民流转土地200

亩种上了苹果。
“好果才能卖高价，种好果就

得讲方法，有好技术。”忙碌间隙
陈国富说。陈国富嘴里的好方法、

好技术，就是苹果起台种植新模
式。

“我带领村内有种植意愿的农
户，多次到栖霞、蓬莱选品种、学

技术，在引进这些地区种植模式的
基础上，结合黄河滩区土地实际，
摸索出了这种苹果种植新模式。”
陈国富指着土台介绍说，“在土岭
上种苹果，能有效解决黄河滩区土
地盐碱程度高的问题，还可以避免
涝 灾 ， 也 便 于 后 期 的 机 械 化 操
作。”

除了一垄垄土岭，每垄土岭上
还立起了水泥桩，拉上了铁丝，苹
果苗挨着铁丝线种植，间隔不足一
米。“能种得这么密，是因为我们
引进了新品种‘响富’。这个品种
植株矮，结果多，种得密不仅省地
方，而且也便于后期修剪枝条节省
人工。”陈国富说。

“之前很有顾虑。不懂果树管
理，没有销售渠道，怎么种？后来
村干部说，种苹果实行统一种植、

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还免费找技
术员来指导，这么省心还有钱赚，
你说还能不干？”承包了7亩苹果
园的村民孙向德满脸笑容，“现在
政策这么好，我打算长期跟着村里
发展经济林。下一步，时机成熟
了，我还想再多包几亩地。”

“下一步陈庄镇要下大气力抓
好现代高效农业的健康发展，全力
打造好生态、绿色、环保、高效品
牌 ， 做 好 生 态 与 效 益 这 篇 大 文
章。”陈庄镇农业办主任张玉峰
说，陈庄镇在黄河滩区建立了10万
亩的沿黄生态经济带，突出发展瓜
果、蔬菜、有机水稻、莲藕等产
业，希望农民守家在地就能打工挣
钱，增加家庭收入。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黄鑫 段宗斌

为贯彻落实省委“万名干部
下基层”决策部署，支持省派乡
村振兴服务队高质量开展工作，
近日省财政下达乡村振兴重大专
项资金4 . 15亿元，对83支省派乡
村振兴服务队所服务的 4 1 5个
村，按照每村每年100万元的标

准给予补助。相关资金切块分配
到有关市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
(市)，由各服务队根据服务村实
际情况，统筹安排用于推进服务
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来源：《经济导报》)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月2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27 . 46，比前一日下降0 . 33个
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131 . 56，比前一日下降
0 . 37个点。

3月15日-3月21日，国内鲜
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60

个品种中，与上周相比价格升

幅前五名的是：巨峰葡萄、蒜
苔 、 菠 萝 、 大 带 鱼 和 白 鲢 活
鱼，幅度分别为7 . 36%、3 . 49%、
3 . 29%、2 . 89%和1 . 04%；价格降
幅前五名的是黄瓜、西葫芦、
洋白菜、芹菜和生菜，幅度分
别为18 . 46%、15 . 86%、12 . 49%、
12 . 49%和11 . 16%。

(来源：农业农村部)

山东415个村 每村每年补助100万元

上周重点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

>>信息超市<<

大地回暖，连日来，聊城市茌
平区贾寨镇耿店村现代农业示范园
内，当地村民正和省农科院第一书
记工作队有序种植果树，确保防
疫、生产两不误。

蔬菜大棚是耿店村的传统产
业，但尚有部分土地因为地理环境
原因无法建设蔬菜大棚。耿店村处
于黄河故道，在气候条件、种植环

境等方面对于发展梨果等水果产业
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为充分提升
土地利用率，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耿店村与省农科院第一书记工作队
决定种植以梨为主的果树。

省农科院派驻耿店村第一书记
陈子雷协同国家现代农业(梨)产业
技术体系的专家，根据耿店村乡村
振兴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了适合

观光采摘的梨果等水果种植方案。
该项方案种植梨树8000多棵，种植
面积100多亩，主要有新梨七号、
玉露香、佛见喜以及皇冠等新品
种。这些品种品质优、外观美，深
受消费者喜爱，是观光采摘的优良
品种。此外，根据布局，示范园又
栽种了20亩由省农科院培育的大樱
桃、泰山红石榴、乙女果等特色果
品，这样既绿化了环境，又丰富了
示范园的产业结构，达到了“绿”
与“利”的双赢。

(赵玉国 刘浩)

8000棵梨树落户蔬菜专业村

目前，春耕已经自南向北陆续
展开。与此相关，农资能否及时供
应？质量和价格如何？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总体情况如何？交通运输又
能否保障农资和农产品的供应？22

日在京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权威部门回应了相
关农业热点问题。

农资供应可达常年水平

目前是春耕关键期，也是购买
和使用农资的高峰时期，农资供应
是否受到疫情影响？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二级巡
视员谢焱回应，当前，全国农资重
点企业复工率达88%，农资门店营
业率达90%，县级道路的通畅无关
卡达92%，1/4的省份门店以及企业
全部复工，农资供应能够达到常年
水平。

“近期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
加大农资企业的复工复产，打通运
输的堵点，确保不误农时，能够让
农民及时种上地。”谢焱说，对于

不到5%的县仍有农资缺口，将通过
精准调度、措施落地、分类施策来
解决。

对于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农
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调剂了70万
吨化肥、2520吨农药支援，并批准
湖北动用378万公斤国家救灾备荒种
子，且组织种业企业向湖北筹备了
中稻种子货源2235万公斤，已发送
1400多万公斤。

针对近期国内化肥价格环比上
涨较快的现象，谢焱解释说，这主
要有周期性波动、需求集中释放、
转运成本上涨三方面因素，但随着
产能迅速恢复，目前主要化肥企业
开工率已达常年水平，氮、磷、钾
肥总体供大于求。

“当前主要化肥品种价格同比
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应该说不会对
春耕生产造成大的影响。”谢焱
说。

堵点卡点应撤尽撤

对于农资供应，交通运输保障

十分重要。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

王绣春说，交通运输部已会同农业
农村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相关部
门加强春季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需求
对接，及时制定运输保障方案，对
于疫情严重地区要采取针对性的保
障措施，实施“点对点”支持。

王绣春说，对于春季农业生产
物资和农机具运输，承运的运输企
业可自行直接打印全国统一的“疫
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
行证”，确保运输车辆不停车、不
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

对于设卡拦截、硬隔离等不当
行为，王绣春说，交通运输部门将
积极配合公安等相关部门，督促各
地加快恢复全国交通运输秩序，全
面纠正擅自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
省干线、硬隔离农村公路等行为。

“目前已基本实现全国各类堵
点和卡点应撤尽撤、应通尽通，有
序恢复正常物流运输秩序，促进经
济社会平稳运行。”她说。

（据新华社）

确保农民及时种上地
权威部门回应农业热点问题

为加快推进我省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建设，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
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
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等
部门开展了第二批山东省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申报认定工作，经县
(市、区 )申请、市级推荐、专家评
审、网上公示等程序，决定认定威
海市威海苹果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等12个地区为山东省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第二批)。具体名单如下：

1、威海市威海苹果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2、济宁市鱼台县鱼台毛木耳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3、菏泽市定陶区陈集山药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4、枣庄市滕州市滕州马铃薯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日照市日照绿茶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6、青岛市平度市大泽山葡萄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烟台市海阳市海阳甜柿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8、临沂市蒙阴县蒙阴蜜桃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9、德州市乐陵市乐陵金丝小

枣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0、潍坊市昌乐县昌乐西瓜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1、潍坊市临朐县临朐山楂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2、聊城市临清市临清肉羊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来源：省农业农村厅)

我省第二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出炉

山西省政府20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正式发布“山西药茶”
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明确将山
西药茶打造成为农业转型发展
的新引擎，为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提供新支撑。

山西药茶是以道地中药材
为原料，采用药食两用的植物
叶(芽)、花(蕾)、根茎、果(实)为
原料，经加工制作的单品或拼

配品，采用类似茶叶泡、煮的
方式，供人们饮用的产品。截
至目前，山西省有上百家药茶
加工企业，开发出连翘叶、沙
棘叶、桑叶、枣叶槐米等单品
茶和黄芪普洱、枸杞菊花等拼
配茶 2 0 0多款产品，在产品研
发、市场推广、品牌创建等方
面初具规模和影响力。

(据新华社)

山西发布“山西药茶”区域公用品牌

3月20日，在潍坊市寒
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工作人员在采摘西瓜。

春分时节，潍坊市寒亭
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西
瓜成熟，工作人员抓紧采
摘，供应市场。西瓜产业已
成为当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的特色产业。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西瓜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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