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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传娟 实习生 黄兰）
3月 15日，安顺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西秀区农业农
村局在西秀区农资市场开展农资打假宣传活动，
旨在春耕备耕关键时期，督促各经营户诚信经
营，严把质量关，帮助农民群众提高识假辨假的
能力，确保假冒伪劣农资下不了田、入不了地。

今年以来，安顺市农业农村局农资打假工作
坚持打防结合、上下联动，在打法上突出“早、
准、狠”，打出漂亮的“组合拳”，在预防上关口
前移，该市各级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农资
经营户门店张贴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
经营注意事项，确保春耕春播期间农资产品质量
合格，杜绝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坑农现象的发生。
针对种子销售旺季，在种子经营门店发放《购买
种子注意事项》 宣传单，帮助农民群众擦亮眼
睛，确保买到放心种。农资打假启动以来，该局
已与安顺市 6个县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实现了
农资打假联合执法全覆盖。

截至目前，安顺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400余人
次，检查企业、经营户 300户，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3500 余份，抽检化肥等农资产品 5 批次，立
案查处案件40件，没收假农药 100公斤，维护了
农资市场秩序稳定，为春季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
保障。

安顺开展农资打假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金忠秀） 近日，记者从六
盘水市委农村工作暨全市粮食安全和春季农业生
产现场推进会上获悉，该市今年将确保完成粮食
播种面积274万亩，大豆播种面积29万亩。

今年，六盘水市将在稳定面积基础上，大力
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加大高产高效农业技术
推广力度，确保粮食、油菜籽平均单产分别比上
年提升 2%以上、3%以上。今年新建的 11万亩高
标准农田要率先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和新增粮食种
植适宜区纳入建设规划，统筹推进土地平整、田
间排水与灌溉设施建设，提高配套基础设施水平
和质量。将耕地宜机化改造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重要内容，大力引进、推广、发展小型智能
化、多功能、组合式山地农机装备，强化农机人
员专业培训，推广代耕代种代收等农机服务，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37%左右。

同时，该市将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设
一批种质资源圃等基础设施，提升良种供应能
力，确保主要粮食作物和主导产业良种覆盖率保
持在95%以上。

六盘水今年将完成
粮食播种面积274万亩

入春以来，贵州各地春耕计划早安排、技
术早指导、物资早准备，确保春耕生产扎实有
序开展。为了确保技术服务到位，目前，全省
已组织 3500 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农民做好看苗追肥、田间除草、排水降渍和
病虫防控等工作。

优技术，提单产。我省多地大力提升良种
贡献率，加快推进粮食作物优良新品种更新，
积极开展优良新品种的试验、鉴选、示范，大
力实施各类粮油高产示范项目。通过稻油轮
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食高产示范项
目等推广“两增一调”，推进机械化、绿色化。

抢时机，备生产。立足“早”，贵阳市先
谋后定，备齐备足种子、化肥、农膜、农药等

农用物资，做好农资稳价保供工作，全力为春
耕备耕服务。目前，该市完成杂交水稻种子
225 吨、杂交玉米种子 656 吨、大豆 224 吨、
农膜 1000 吨、农药 （有效成分） 84 吨、化肥
6.5 万吨等农资储备，确保供应充足。检修农
机具0.99万台，投入农机具3.99万台，犁田7.6
万亩，犁土 79.2 万亩，培训农机手 900 人次，
机耕面积 61.89万亩，正在组织实施 8600亩水
稻全程机械化高产示范田。

农资是春耕的重要保障，也是备耕的重要
内容。

走进仁怀市五马镇三元村，村里正在组织
发放高粱种子和有机肥。“今年的物资发放正
是时候。”领到物资的村民王建营说，这几年

产量逐年提升，收入也达到每亩地 3000 元以
上，农业越干越有奔头。

贵州铁路部门紧急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
道，增配装卸人力、机具，采取优先配车、优
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优先卸车“五
优先”政策，保证春耕物资及时送达。据了
解，2月份以来，贵州铁路部门已累计抢运种
子、化肥等农资7900车、48万吨。

农行贵州省分行把保障春耕备耕作为支农
履职重点，聚焦农田建设、耕地提质、种业发
展、农资供应等内容，该行目前已投放春耕备
耕贷款42.3亿元。

同时，贵州加大了农资市场执法检查力
度，坚决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农资质

量稳定可靠，让农户用上放心农资。思南县成
立4支执法队伍，到28个乡镇的农资经营网点
开展督察检查，指导经营户把好进货关，确保
农资质量。

针对可能出现的低温雨雪气象灾害，贵州
还制定了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农业防灾减灾应急
预案，及时发布农业抗灾技术，累计向 1.5 万
户次经营主体推送蔬菜、茶叶等抗凝冻技术 10
余项。

为确保春耕进度不落后，贵州省还组成 9
个指导组，深入基层加强工作指导，压紧压实春
耕备耕责任。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贵
州翻犁田土 755万亩，春播面积 343万亩，其中
粮食作物203万亩，春播进度快于上年。

春风送暖入黔山 春耕备耕掀热潮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邓钺洁

过了惊蛰节气，春耕不停歇。近日，在黔
西市广大农村，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春耕景
象。耕田松土、拌种育苗、浇水施肥……农民
正抓紧农时忙着播种育苗。

3月 15日一大早，黔西市大关镇丘林村村
民张群碧就在自家地里忙着播种早熟玉米，打
窝、下种、施肥、盖土、覆膜，有条不紊。

位于鸭池河畔的丘林村属河谷地带，凭借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优势，近年来，该村大力推
进早熟玉米种植，助农增收。

“我家种植的主要是糯玉米，上市的时候
可以卖到 3至 5元一个，一季早熟玉米就可以
收入近万元，所以这两天得抓紧种下去。”张

群碧说。
尝到了种植早熟玉米带来的甜头，丘林村

村民种植玉米积极性极大提高。今年，该村种
植早熟玉米200余亩，预计实现产值90万元。

“我们的早熟玉米在 6 月份就可以上市，
每亩早熟玉米能够让群众增收 4500 元以上，
玉米收完之后，我们将接着种蔬菜。”丘林村
驻村干部覃东说，在早熟玉米种植过程中，村
民还会套种四季豆、黄豆、南瓜等经济作物，
实现一地多收。

春雨贵如油，农家添劲头。3月 16日，一
场春雨过后，黔西市洪水镇解放村的旋耕机就
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村民史勇正抢抓农时耕田

松土。他介绍，今年的天气情况非常利于春
耕，近几天降雨增多，土质变得疏松，给春耕
播种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享有“柳岸水乡”盛名的解放村土地肥
沃，水源丰富。近年来，该村通过“油菜—水
稻”轮作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土壤质
地结构，实现一年两丰收。同时，春天油菜花
开，秋天稻谷飘香，“金色田园”还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农旅融合促增收。

“我们今年计划种植水稻 2500亩，目前正
在进行整地工作，预计在 4月中旬开始进行水
稻育苗工作。”解放村村委会副主任陈英说。

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助农增收，黔西市

88 名农技人员还赴该市各乡镇，全程提供指
导服务，确保农户科学种植、管理规范。

在黔西市莲城街道坪子社区，30 余名村
民围坐在一起，忙着装育苗基质、灌种、抹
面、下盘，有序进行辣椒育苗工作。

“用辣椒漂浮育苗基质装盘，基质要将漂
盘孔穴装满、压平、打穴，在放辣椒种子时，
最多只能放两粒，不少放也不能多放，这样才
能长出壮实的辣椒苗。”在育苗大棚旁，农技
人员彭厚涛给种植户强调育苗注意事项。

热气腾腾闹春耕，不仅涌现在田间地头，
也体现在农资的保障供应上。目前，黔西市已
储备各类化肥 1.3 万吨、农药 10 吨、农膜 500
吨。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储备充
足。

据了解，去年秋冬季，黔西市共完成油
菜、小麦、马铃薯、杂粮等夏收粮油作物 76
万亩。今年，该市计划播种玉米、水稻、高
粱、大豆、秋杂豆等秋收粮油 80 万亩。

黔西市：套种轮作促“一地多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传娟 通讯员 洪琳

本报讯 （记者 金忠秀） 近日，随着天气
晴好，岑巩县注溪镇抢抓季节，推进油茶种植。

在注溪镇岑王村的荒山上，一垄垄经过
翻垦整理好的土地随着山坡蜿蜒起伏。村民
们挥舞着锄头，种植油茶苗，一派繁忙的春
耕景象。

在政府的主导和大力扶持下，加上油茶市场
前景好，收益好，吸引了广大农户积极参加。

“我今年栽了 5亩油茶，政府免费提供油茶苗。”
岑王村村民杨秀珍笑着说，现在村里建设了千亩
油茶基地，在家门口就能务工了。

岑王村在建油茶基地里，注溪镇党委书记肖
庆梅一边查看油茶栽种情况，一边为大家鼓劲，

“新国发 2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我们这儿就是山地经济林，更要因
地制宜发展油茶产业，推进油茶种植，加强后期
管护，走出一条绿而美、绿变金的特色发展之
路。”

据了解，注溪镇今年在原有 1.28万亩油茶的
基础上，将新增油茶种植面积 1200 亩，目前已
栽种500亩。

岑巩注溪镇
栽种油茶添新绿

本报讯 （记者 吴传娟） 天气渐暖，雷山
县望丰乡蓄养了一个冬季的“早春茶”，迎来了

“第一采”。近日，在望丰乡三角田村，漫山遍野
的绿色映入眼帘，一垄垄茶树嫩芽勃发，村民们
动作娴熟地将一颗颗新芽采下收入茶篓。

高山云雾出好茶。位于雷山县西部的望丰乡
高海拔、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环境是发展茶叶
的绝佳之地，当地种茶历史悠久，茶叶品质好，
广受外界青睐。望丰乡因此将茶产业作为该乡的
主导产业，紧紧围绕茶园基地扩建和老茶园提升
改造政策扶持奖励，不断培育和服务茶叶生产企
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创办生产企业，扶持奖励
标准化实施基地创建和茶产业品牌打造，积极探
索“龙头企业+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组
织方式，做大做强茶产业。

如今，望丰乡建成了以三角田茶园为核心的
环望丰乡茶叶产业带，每逢节假日，许多游客都
慕名而来。2021 年，望丰乡茶青总产量 1025.42
吨，茶叶综合产值达 1.42亿元左右，有效带动全
乡6000余名茶农稳定增收。

雷山望丰乡早春茶开采

“太阳要下山喽！走，咱们下山称茶叶去。”
3月 16日下午 6时许，黎平县高屯街道大

江坡茶叶基地里，茶农陆香娘对同伴吆喝了一
声。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茶农们载茶而归。

检查茶青是否合格、称重、开收据、支付
现金……在茶青收购现场，贵州省黎平雀舌茶
业有限公司负责收茶的工作人员邵尧珍和同事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现在的茶农都经过双手采茶培训，采茶
又快又准，今天有人就采了 8 斤多，收入 160
元。”邵尧珍告诉记者，这两天茶山上都有近
200名茶农采茶，过几天会更多。为了及时运
输茶青，保障品质，公司的运输车辆每天会往

返茶山和加工厂2至 3次。
茶农山上采茶忙，加工厂里溢茶香。

“看茶做茶，加工各环节把控都很重要，这得
靠经验。”在黎平县博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茶叶
加工厂里，技术员杨文初不停调试着机器。该公
司负责人欧孟朗介绍，这两天每天送来的茶青有
3000斤左右，工人晚上都在赶制新茶。

在黎平县茗侗天下茶叶市场运营有限公司
新建茶叶加工厂里，机器也开足了马力。该公
司董事长王绍礼不停奔忙着，观察着萎凋中的
茶叶，不时熟练地翻抖。他与茶打交道已有
30 年，那份对茶的热爱，毫无保留地从他做
茶时的眼神里溢出。

为了克服“小、散、弱”的发展困境，加
大茶产业资源整合力度，在黎平县茶叶专班的
统筹下，黎平县茗侗天下茶叶市场运营有限公
司成立，该公司联合 74 家茶企及合作社，对
茶叶进行统一质量管理，统一生产标准，统一
生产环节，统一包装和统一销售。

“做大做强茶产业，抱团发展是关键。”王
绍礼说，今年公司新建加工厂的投入使用将会
让黎平茶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随着气温逐渐上升，黎平县上下抢抓时节
全力保障春茶生产安全。“供电部门提供电力
保障，农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大家各司其
职，共同护航。”黎平县农业农村局茶叶技术

服务中心主任吴远志说，今年该县春茶品质较
往年有所提高，产值有望突破 6 亿元。目前，
全县各地茶园已经陆续采摘，预计在 3月下旬
进入全面开采期。

据了解，黎平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26.42 万
亩，其中投产茶园面积 22.8万亩，全县万亩茶
园乡镇有 9个，万亩茶园村有 3个。作为黔东
南州重要的产茶县，黎平重点打造了“黎平雀
舌”“黎平香茶”“黎平红”“黎平白茶”4 款
茶叶，全力建设“黎平茶”品牌。数据显示，
黎平县茶产业每年带动就业 6.6 万人，产业受
益群众 16万人以上。茶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黎平县全力抢抓春茶生产

采收“黄金芽” 百姓笑如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金忠秀 刘悦

3 月 11 日，全省水稻药剂拌种技术培训班在余庆县举办，有关专家围绕水稻药
剂拌种减施增效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等专题进行培训。据了
解，种子是传播病虫害的重要载体，容易遭受土壤中有害生物的侵袭，水稻药剂拌
种技术可以有效防治苗期病虫害，提高秧苗素质，具有前移防控关口、省工减药增
效、源头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优势。

贵州开展水稻药剂拌种技术培训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蓝婴

技术人员展示水稻药剂拌种技术操作流程。

↑余庆县松烟镇
中乐村村民学习水稻
药剂拌种技术。

↑技术人员展
示经过药剂拌种后
的稻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