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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力量真是强大，光是保鲜技术的
突破，今年就为我们公司带来了 50余万元的
额外收益。保鲜技术的提升是我们蓝莓果农
的福音。”算起今年的丰收账，麻江县睿林蓝
莓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宁打开了话匣子。

许宁种植蓝莓已有 10年，现种有 500亩
蓝莓。“蓝莓保存的时间很短，导致多果季
节价格便宜。现在用了新的保鲜技术，延长
了蓝莓销售货架期。除平时售卖外，我们今
年还储存了 30 吨鲜果，用来错季节售卖，
利润提升了不少。”许宁介绍。

蓝莓销售货架期的延长直接促进了鲜果
利润的大幅提升，蓝莓种植户效益翻倍。

“这背后的关键一招是保鲜技术的突
破。”麻江县蓝莓中心主任龙晓波介绍，“得
益于早熟品种的选育和保鲜技术的突破，现
在，麻江蓝莓从 5 月起陆续上市，直至 9 月
底结束，延迟退市近两个月。”

据了解，有 20 多年种植历史的麻江蓝
莓，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前，麻江
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近 8万亩，是中国南方最
大的蓝莓种植基地。

一段时间里，蓝莓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品种多而杂，鲜果集中上市导致好果子卖不
出好价钱。

“保鲜技术成熟之前，蓝莓鲜果销售货
架期只有 3 天到 5 天。一到盛果期，价格就
被压得很低，过了那几天，价格再高也拿不
出鲜果了。”许宁说。

要走现代化农业发展之路，市场对麻江
蓝莓保鲜技术发出挑战。

几年前，麻江就与贵州科学院共建蓝莓
产业工程技术中心，与南京农业大学、贵阳
学院等开展技术合作，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到
麻江开展技术指导。2015 年，贵阳学院王
瑞、曹森、吉宁等组成专业研究团队在麻江

攻克了蓝莓保鲜技术难关，并获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

“该技术通过采前品质提升、自发气调
包装、保鲜剂联合技术的攻关和应用，在果
采前品质调控、标准化采摘、采后储运及商
品化处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
有效将蓝莓鲜果保鲜期延长至 60天。”王瑞
介绍。

“与之前采来了就放冷库的传统保鲜观
念不同。我们是在坐果以后到成熟期期间，
喷施三次有机钙肥，提高蓝莓果实的硬度，
增强它的耐贮性。采摘的时候也有讲究，果
上有水，手上有汗都不行，这些都会造成霉
菌生长。”许宁说，“相对于传统的气调贮
藏，现在这个技术操作简便，安全性高，而
且成本降低60%以上。”

目前，该项技术已在麻江县被广泛应
用，并推广到了四川、云南、安徽等地。

“麻江县已经建成容量 5 千吨的冷库，
这不仅可以统一麻江蓝莓的质量标准，还可
以 错 峰 销 售 和 跨 区 域 销 售 ， 提 升 产 业 效
益。”龙晓波说。

在科研攻关方面，麻江县继续加大投
入，开展优质丰产栽培提质增效工作。目
前，该县蓝莓达到丰产树亩产 400 公斤以
上，示范基地亩产800公斤以上。

品牌地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加工产业化，麻江县已形成集蓝莓育
苗、种植加工、冷链贮运、电子商务、市场
销售和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链，实现
了农文旅融合发展。

麻江县“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将全力
推进蓝莓原料加工交易中心、蓝莓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蓝莓全产业信息交易大数据中心
建设，打造全国知名的蓝莓产业多功能融合
发展示范区。

保鲜技术升级，麻江蓝莓鲜果延迟退市近两个月

留住“莓”好时光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光燕 何乾

深秋，走进黄平县翁坪乡青年创业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饲养基地，一排排规划
整齐的鸡舍映入眼帘，3.5万羽罗曼粉壳蛋
鸡在全自动化机械设备下喝水、啄食。

供水、喂料、清粪、集蛋、照明、消
毒、控温等工作由机械设备自动完成，传
统养殖人员摇身一变成为饲养管理员。“这
里养鸡轻松多了，每天只需要观察鸡的健
康状况，查看下设备是否运转正常，下班
前清洁养鸡用的供水线，一个月的工资有
3000元。”饲养管理员吴玉珍对于在家门口

找到的工作很是满意。
“4年前，我们合作社主要从事林下土鸡

养殖，散养的鸡数量多了，管理不好时鸡容
易生病，有时候还会丢失鸡，养殖效益不高。
参加乡党委政府组织的技术培训后，我了解
到自动化养殖的优势，就有了新想法。”该合
作社负责人杨龙平告诉记者。

2017 年 ， 在 翁 坪 乡 党 委 政 府 的 支 持
下，杨龙平带领合作社成员开始了全自动
蛋鸡饲养项目。随着规模扩大，养鸡需要
的饲料日益增多，产生的鸡粪也越来越

多，饲料来源和鸡粪处理方式成为摆在合
作社面前的新难题。

正值当地大力推广“以地定养、以畜
定种、以肥养地、种养结合”模式，2020
年，杨龙平的合作社在村党支部的帮助
下，流转了 50余亩荒地用于种植玉米，为
蛋鸡提供饲料保障，形成了“畜—农家肥
—作物—畜”农业生态循环链。

“由于是生态养殖，生产的鸡蛋品质
高，去年我们养的 3 万羽蛋鸡，光是销售
鸡蛋的收入就有 350 万元，养的 40 头牛获

得收入 50 余万元。”该合作社的销售人员
潘中付谈起销量喜上眉梢，“不仅受本地市
场欢迎，还销往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带，
常常鸡蛋未产出就被预订空了。”

据了解，该合作社除了提供长短工岗
位、稳定就业岗位外，还为入股合作社的
78户村民每年提供分红，为周边群众提供
免费技术指导。“我们将继续探索种养结合
模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保护好生态的
同时，鼓起村民的钱包。”展望未来，翁坪
乡翁秉屯村党支部书记王旭满怀信心。

黄平县翁秉屯村

“智慧”养鸡串起生态循环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锦焘 通讯员 潘忠勤

本报讯 （记者 余光燕） 为深化民营和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增强凯里市企业金融服务效能，提
升营商环境“获得信贷”指标，今年凯里市人民政
府联合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开展“首贷
培植专项行动”。

此行动旨在为“首贷户”（成立以来首次从金
融机构取得贷款融资的市场经营主体，包括民营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三类） 营造便捷
高效的融资环境，促进有潜力、有市场、有前景、
有需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获得银行贷款的民营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获得更多金融
服务。

据悉，全市三类市场经营主体获贷率和首贷便
利度大幅提升，当年首贷新增户数较上年持续增加，
今年以来已走访对接 197户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需
求，172户企业获得首贷支持金额合计3.03亿元。

凯里
开展“首贷培植专项行动”

“蒋主任，村里的产业有哪些？效
果怎么样？”

“有稻鱼鸭产业，群众个个都参
与，效果非常好。”

…………
近 日 ， 在 镇 远 县 羊 场 镇 龙 洞

村，退休干部朱鸣、唐进荣与村委
会主任蒋荣恩以及部分群众你一言
我一语，交流着村里的产业发展情
况和存在的困难，并了解群众生产
生活情况。

据悉，连日来，镇远县先后组织
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到各乡镇坝区、林
下基地等产业基地调研。凭借几十年

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老干部就坝区
产业选择、发展模式、种植规模、产
销对接、远景规划等进行了交流和探
讨，提出了建议。

“经过专业的指导，我们了解到了
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龙洞村党支
部书记向泽荣说，“接下来将及时调整
发展思路，发展好产业，为群众带来
更多收益。”龙洞村通过“用好一块
地、种植一季稻、放养一批鱼、饲养
一批鸭”，发展“稻鱼鸭”综合种养产
业。今年，该村“稻鱼鸭”综合种养
已经实施 1300 余亩，发放鱼苗 1 万余
尾，发放鸭苗9500余只。

为了帮助群众更好地发展产业，朱
鸣和唐进荣还有针对性地对销售做了
指导，并主动联系相关企业，拓宽销路，
提高群众收益。

此外，镇远县充分发挥老党员、
老干部“活教材”独特优势，组织

“五老”发挥余热，组建“五老”宣讲
团 13 个，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新时代农民 （市民） 讲习所等平台，
深入小区、社区、农村、学校等开展
党史宣讲。截至目前，全县各级老党
员干部累计开展“送学上门”220 余
人次，开展发展调研活动 9 次，开展

“五老宣讲”活动 110余次。

镇远：“五老”在一线 银发显担当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丹 李卓檬

本报讯 （通讯员 余贵重 鲍籼澎） 近日，
丹寨县充分发挥老干部、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引导
老干部变“村干部”、老专家变“技术指导员”和
老党员变“心理疏导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哺
社会，践行“老有所为”。

据悉，该县组织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并刚从领导
岗位退休的干部回村任职，助推乡村发展；动员林
业、农业等技术部门的老专家积极参与到乡村发展
中，为基层年轻的创业者提供技术服务。此外，为
给年轻干部加油鼓劲，该县发动原在重要岗位任职
的退休干部，以自己工作经历和年轻干部谈心交
流，帮助年轻干部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克服畏难
情绪。

丹寨
“老有所为”做奉献

连日来，在榕江县定威水族乡定旦
村，养蜂人王吉安都忙着采收蜂蜜。随
着摇蜜机高速旋转，不一会儿，金黄的
蜜汁便从一块块蜂列子上流出，晶莹剔
透、香味扑鼻。

今年 35 岁的王吉安是定旦村本地
人，早些年，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
在外面闯荡，凭借勤劳的双手，日子过
得也不错。2017 年，了解到返乡创业相
关扶持政策后，王吉安决定回到家乡，
但发展什么产业成为首个难题。

“我们村位于月亮山腹地，周边都是
高大的树林，山上开满不同季节的花。”
结合定旦村的地理优势，王吉安反复思
考，最后决定养蜂。说干就干，他成立
了榕江县中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从广西买了 150 箱蜜蜂，开始了养蜂之
路。

刚开始，公司由于缺乏经验，管理
不到位，死蜂、逃蜂和自然分蜂非常严
重，当年就损失了 90箱。“但搞养殖，难
免有失败的时候，如果我放弃了，不就
是前功尽弃了吗？”王吉安说。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王吉安又买了
50 桶中蜂。有了失败的教训，王吉安明
白了专业知识和养殖技术对养蜂的重要
性，于是向县、乡农技人员求教，主动
参加政府组织的养殖技术培训，不断探
索总结出一套养殖方法，大幅度提高了
当年蜂蜜产量。

“蜜蜂会分家，如果分得不及时，蜂
王就会带着其他的蜜蜂‘跑路’，马蜂也
会乘机偷蜜、吃蜂蛹。”现在巡山成了王
吉安日常的重要工作，以便及时给蜜蜂
分巢和帮助消灭前来偷蜜的马蜂。

经过几年的发展，王吉安的蜜蜂养殖规模越来越大，现
在不仅出售蜂蜜还进行蜂群培育及出售，截至目前，已辐射
带动全乡 83户群众稳定增收。去年，公司配套建成了蜂蜜
精深加工生产线和保藏库、产品展示厅等基础设施。

线上与电商、网店等平台合作；线下进特产店和展销
台，王吉安的蜂蜜如今畅销全国。“记得第一年开始养殖才
有 150箱蜜蜂，今年发展到 1200箱蜜蜂，卖的蜂蜜和蜂种，
收入达到 350万元。”看着在林间飞舞的一只只蜜蜂，王吉
安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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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至 20 日，以“全民健康州运会，团结
进步黔东南”为主题的黔东南州第十届运动会暨第
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黎平县举行。

本届运动会整合了全州青少年体育运动会、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三个赛事活
动项目，共设置 44 个大项，494 个小项。来自全州
16 个县 （市）、凯里学院、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
院、黔东南州老年体育协会等 24 个代表团 6744 名运

动员、教练员参赛。
比赛中，运动健儿展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貌

和高超的体育竞技水平，呈现了一场场力与美的视
觉盛宴。

运动场上的“力与美”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军 钱仕豪 石含开 潘德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承鸿 田锦伟） 近日，
雷山县围绕社区空巢老人、残障人士、下岗工人、
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全面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
单、单位 （党员） 接单”服务模式，着力解决社区
居民各项“急难愁盼”问题。

依托“社区党组织—网格 （小区） 党支部—楼
栋 （院落） 党小组”组织体系，该县党员志愿者、
网格员采取入户走访、发放便民服务卡、开通热线
电话等多种方式，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居民诉求，
整理“需求清单”。社区根据下沉党员干部的经验
特长和服务意愿针对性派发“服务清单”。

今年以来，该县 3200 余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党
员已到社区报到，与社区签订政策法规宣传、党建
工作指导、文明新风践行、环境卫生保洁、帮教帮
困助残等服务岗位，帮助社区居民办好民生实事
1.4万件。

雷山
群众点单 党员接单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德斌）“来这里学习真
是来对了，现在我的工作不仅包吃住，每月工资还
涨到了 5000元。”每逢家里人问起培训收获，潘世
英总是高兴地说。潘世英是台江县台盘乡空寨村
人，在广东深圳从事家政服务，前不久，她参加了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粤菜培训。

今年以来，台江县借助三级组织部门定点帮扶
和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对口帮扶机遇，针对顺德区用
工需求，把在外就业和计划外出就业的青壮年作为
服务重点，以打造台江特色培训劳务品牌为目标，
重点培训“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技能
师资”等实用技能。

为使就业培训两不误，该县将培训班前置，并
利用秋收、春节回乡等时间分期分批开展集中培
训。目前完成培训 24 期 994 人，其中，就业地粤
菜培训完成一期 31人，家门口进村寨完成养老护
理培训23期 963人。

据悉，该县有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
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户”818户 3696人，劳动力
1635人，通过培训，基本实现了“一人一技”，就
业率达80%以上，每户至少 1个人以上稳岗就业。

台江
培训就业两不误

女子排球比赛现场。 田径项目男子 1500米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