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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晚上，沂南县农产
品产销协会会长刘兆举、秘书长
尚长利、销售负责人刘永军等12位
负责人聚在一起开会，共同讨论
协会遇到的问题，商议新一年如
何打造24个观光精品采摘园区等相
关事宜。

“会后，我们把会议内容发
到微信群里，让成员们谈谈想法
和 意 见 ， 最 后 总 结 出 统 一 方
案。”刘兆举说，协会成立不到
一年，已走向正轨。

2020年4月份，受疫情影响，
沂南县蔬菜水果滞销，刘兆举等
多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发成立
了一个志愿者团队，有组织地帮
助种植户销售产品，还点对点配
送，有效解决了购销难题。

“帮销过程中，我们发现组

织化发展，能更好解决让个体种
植户发愁的难题，促进产业长久
发展。”刘兆举说，2020年5月，
刘兆举联合其他种植大户组建了
沂南县农产品产销协会，当时共
有45家种植大户加入。

“加入协会的种植户，必须
是经农业部门培训的，还要有一
定的种植规模。”刘兆举说，协
会还会考察种植户的农作物品
种、管理水平以及诚信情况，合
格后才签订协议入会。不到一年
时间，协会成员增至150多家。

为带动成员实现标准化种
植，协会不定期邀请农技专家授
课，对粮食、蔬菜和水果分类制
定标准化种植管理规程，要求成
员按规程种植。此外，协会要求
成员做好种植记录，施肥、打

药、浇水、收获和采摘的情况要
详细登记，用作农产品质量审核
的一项依据。

“按规程种植后，我的草莓
口感变好了，经农业部门监测，
甜度从12%提升到17%。”沂南五
福丰家庭农场王友阶说，他种植13

个大棚，总占地60亩，一个大棚产
量提高了10%。

为给成员提供更多公益性服
务，尚长利、刘永军、刘成才等
以个人名义成立了3家公司，分别
是玖玖农业服务公司、联农农产
品有限公司和九源农资服务公
司。“玖玖公司负责金融投资，
联农公司帮助成员销售农产品，
九源公司给成员提供农资和种植
管理服务。”刘兆举说。

九源公司负责人刘成才介

绍，在农资方面，公司与肥业公
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低价购买有
机肥，刘成才说，要让成员以低
成本种出好果好菜。

种植方面，协会严格把关；
销售方面，协会广开渠道。“协
会的重要作用就是要让成员的农
产品卖得更好。”协会农产品销
售负责人刘永军说，为了推广产
品，协会多次到青岛、上海、烟
台、兰陵等地参加展览会，打响
协会农产品知名度。

农产品品质，是赢得销售市
场的关键。刘永军说，当成员种
植的果蔬收获时，县农业部门会
帮协会检测农产品质量，合格后
才能上市销售。

“我们在农产品收获时召开
选品会，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

外观和口感，从参选农产品中选
出最优质的帮销。”刘成才说，
线上，以协会名义统一定价销
售，售出产品由协会专车配送。
线下，协会将农产品以单品和礼
盒两种形式销售。一个果蔬礼盒60

元钱，一天配送200多箱。
“总体来说，协会帮销的农

产品价格，会比成员个人销售价
高20%。”刘永军说，为保证顾客
买到的农产品质量货真价实，配
送前会抽检，不合格的将退回。

今年，协会将规划发展24个观
光精品采摘园区，并创新“一卡
通”销售模式。刘永军介绍，一
卡通上面有个二维码，里面涵盖
所有成员的信息和种植基地的位
置，消费者可随意挑选采摘，凭
卡消费，可享受打折优惠。

组建协会，150个种植大户抱团发展
低成本种出标准菜，统一销售价提高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婷 通讯员 尹君 杜昱葆

嫩绿的香椿芽，带着早春特有
的气息。40元一斤，很快就被在大
棚头等候多时的客商拉走。

五莲县洪凝街道冯家坪村第一
次种植的大棚香椿，赶在春节前上
了市。随着香椿芽的俏销，村党支
部书记冯启壮和其他村干部悬了半
年的心总算放下了。“看来，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路子是走对了，
开春后，继续加油干！”他说。

冯家坪村发展大棚香椿并不是
一帆风顺。

2020年7月份，上级部门在村
里建设了联村扶贫项目，共投入资
金190万元，一次性建起高标准大
棚6个。其中2个被本村村民租赁，
但剩余4个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承

租者。
“大棚租不出去，只能闲置，

项目收益就没有保证，这可咋办
啊？”农时不等人，一时间急坏了
冯启壮等村“两委”干部。

随后，冯启壮召集村“两委”
商讨解决大棚闲置的办法。大家一
致同意，由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来
承包这4个大棚。此时，恰好村党
支部领办的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立不久。

可种什么才能保证赢利呢？冯
启壮提议，可以考虑种植收益较高
的香椿和大樱桃。村里人从来没种
过这两种作物，对技术管理，大家
都是两眼一抹黑。

只要干，就有出路和办法。为

了学习大棚香椿种植技术，村里联
系泰安市的一家香椿种植基地，并
进行了实地参观学习。学习回来
后，为了筹集资金，冯启壮等5名
党员，又到银行贷款。在最短的时
间内，大家凑齐了50万元启动资
金，保证了香椿苗木及时栽植。

大棚的经营活了，村里党员、
合作社成员也动起来了。

冯家坪村村主任冯志保，今年
已经60多岁。但他主动承担起管理
大棚的任务，全天候靠在大棚内浇
水、施肥、控温、采摘。

冯启壮介绍说，一季大棚香椿
可采摘三茬，预计产量1万斤，收
益预计能达到40万元。

随着村里大棚香椿、大棚樱桃
等产业逐渐见到收益，村“两委”
有了新的发展计划。“我们村离县
城较近，下一步准备发展樱桃采摘
等休闲农业。只要大家齐心，村集
体和村民都会有不错的收益。”冯
启壮说。

冯家坪村第一年种植的大棚
香椿春节前陆续上市。

新项目村民不敢干，支部当起“领头雁”
种植大棚香椿，一季收益预计能达到40万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芦笋下面“种”金蝉

2月27日，安徽省全椒县六镇镇大张村村民在采收芦笋。

近日，安徽省全椒县六
镇镇新悦城家庭农场“金蝉
芦笋”立体化种养的芦笋迎
来收获期，工人们加紧采收
供应市场，芦笋地下养殖的
金 蝉 也 将 于 今 年 6 月 底 上
市。

据了解，新悦城家庭农
场已建成种养基地1000亩，
每年可以带动周边乡镇 2 0 0

多名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村民在查看芦笋地养殖的金蝉
长势。

无人机飞防，在他眼里很酷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峰 通讯员 张琦

年还没有过完， 2月 1 5日一
早，崔成国就开始联系常合作的广
告店，订购宣传横幅，准备推广一
种新型高效率的双旋翼V40农业无
人机。放下电话，崔成国赶到门
店，有果农约他来看无人机。

崔成国，淄博盛世云天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告诉记
者:“干这一行，忙并快乐着。”

很多果农反馈意见，希望无人
机飞防可以喷洒石硫合剂和波尔多
液，他一直考虑着在无人机药箱中
加入合适的药液搅拌循环装置，目
前已着手开始做实验；他还计划着
在全县十多个乡镇设立无人机代销
点，把无人机的服务和销售下沉。

“省时高效，节水节药。无人

机飞防，这个农活很酷。”说起自
己使用无人机给农户们飞防的经
历，崔成国很自豪，喷一次农药，
可以节水90%、节药30%，这还不
算节省的人工费用。

农业飞防有广阔的市场。崔成
国说：“沂源县有75万亩林果，其
中适合无人机飞防的保守估计有三
四十万亩，每亩地一年需要飞防5

遍，算算这是多大的市场。”
随着农用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飞控系统在不断进步。从最初简单
的雷达避障，到后来按照测绘无人
机建三维地图飞防，再到眼下的单
机自行测绘三维地图飞防，飞行技
术对飞手的限制越来越小，但是农
药配比和喷洒模式的选择还是需要

经验的积累。在给农户飞防后，崔
成国和他的同事们要对用户进行回
访，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崔成国说 :

“我们一线飞手在实践中积累了很
多经验，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些经验
整理成完整的文本，让每个接受培
训的学员都能快速掌握这些技术。”

年前，崔成国从县里领回了现
代农业扶持政策兑现奖，奖金是
10 . 73万元。崔成国说 :“这笔奖金
是沂源县对飞防作业面积的奖励，
飞手每飞防一亩地，政府奖励5元
钱，政府扶持我们发展，我们也要
在能力范围内回馈社会。去年，公
司的飞手们为县里200多户65岁至
70岁的老果农免费飞防约1600亩
次。”

眼下，春耕备耕已从南到北陆
续展开。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今年冬小麦面积稳中有增，苗
情长势总体正常、好于上年。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越冬
前 全 国 冬 小 麦 一 二 类 苗 比 例
88 . 5％，同比提高1 . 9个百分点，长
势总体好于上年、好于常年。冬季
气温总体平稳，立春后气温偏高、

光照充足、降水及时，加之各地早
抓早管，苗情进一步转化升级。目
前，江淮和黄淮南部小麦已返青，
返青苗情总体好于上年。据农业农
村部监测，今年春耕生产玉米、水
稻、大豆种子供应量68亿斤，能够
满足生产用种需求；预计春耕可供
应肥料2030万吨，农药供应充足，
可以满足春耕用肥用药需要。预计

春耕期间全国可投入各类农机具
2200万台（套）以上，目前大部分
已检修完成，正陆续投入春耕生
产。

据各地反映和专家分析，今年
小麦后期遭遇“倒春寒”和春旱的
风险大，小麦条锈病、草地贪夜蛾
等重大病虫害呈偏重发生态势，部
分农资价格出现上涨等。为此，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坚决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加强春季田间管理，科学
防灾减灾。 (曹茸）

冬小麦苗情长势好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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