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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绍波） 当前正值水稻营养生长
关键时期，也是水稻进行夏管促高产的关键环节，贵州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专家李敏带队赴贵安新区高峰镇，
对龙宝村千亩连片水稻全程机械化高产高效示范区进行
现场技术指导，并对基地种植农户、合作社和农技人员
进行《水稻优质丰产高效栽培技术》集中培训。

据了解，该基地依托省农科院水稻所技术团队，选
用宜香优 2115、泰丰优 79 等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全面
采用钵盘精播育秧、宽窄行精确机插、肥水高效耦合调
控等核心技术，示范区水稻生长整齐清爽、长势喜人，
技术成效得到当地农户广泛认可。

在本次培训会上，专家组针对龙宝村水稻产业发展
特点，从优质稻品种选择、合理确定播种期、机械化育
插秧技术、肥水精确高效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
环节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为该村优质稻产业发展提出了
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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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贵安新区开展
水稻夏管技术培训

行动开展以来，各专家服务组深入基
层、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
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切实发
挥专业特长，真正将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打好粮油安全保卫战——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关键就是

扩行缩株保密度。我们贵州一般推广2+3模式，
即在 2米宽复合带内种植 2行玉米、3行大豆，
玉米与玉米行距 40厘米，玉米与大豆行距 50
厘米，大豆与大豆行距30厘米……”4月21日，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研究员夏忠敏在清镇市红
枫湖镇为农民耐心讲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并采取“点对点”“手把手”的方式进行
现场示范。

据 了 解 ， 今 年 全 省 粮 食 生 产 任 务 为
4156.4 万亩，产量较去年只增不减。但受今
年气候影响，农作物普遍晚播，任务十分艰
巨，必须确保重点区域重点作物实现单产大
提升。为此，本次行动共设水稻、玉米、薯
类、高粱、油菜、杂粮、大豆花生等 7个粮

油专家服务工作组，覆盖专家 77人次，占专
家服务总人数 21%以上。各组专家深入基
层，对粮油品种选择、种植技术、病虫害防
治等作详细指导和现场示范，帮助农民群众
提高种植水平。

“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这是以前
想都不敢想的。希望通过培训把这项技术落
到田间地块中，为老百姓增加收益，也为清
镇的粮食生产提供技术保障。”清镇市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在现场学习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后高兴地说。

打好特色产业翻身仗——
截至目前，26个专家服务组及基层农技人

员切实发挥专业特长，累计开展培训指导服务
19万人次，实现了技术服务精准到村到户。“村
里不仅组织了技术知识培训，前两天农技专家

还专门到田间，拿起锄头亲自示范讲解。今天
村里的干部又到我家来帮忙耕地、撒种，真的
太感谢了。”镇远县羊场镇小坝村村民李明华
激动地说。

在专家团队技术指导下，今年上半年全
省茶叶产量 28.7万吨，同比增长 5.7%；蔬菜产
量 1834万吨，同比增长 1.1%；食用菌产量 121.2
万吨，同比增长 18.3%；水果产量 211.5万吨，同
比增长 23.4%；中药材产量 52.4 万吨，同比增
长 14.3%。全省出栏生猪 1094.4 万头、肉牛 111
万头、肉羊 184.2 万只、家禽 8450.7 万羽，同比
分别增长 11.6%、12.4%、9.9%和 12.7%；水产品
产量 16.26万吨，同比增长 15.32%。

当好综合服务特种兵——
针对“揭榜挂帅”中出现的各类困难问

题，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

厅、贵州大学、省农科院联合组建了 3个巡
回指导组，对农技人员在行动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逐一解答，并对 300余名农技干部进行
了再培训，让他们不仅能抓生产端的技术把
关、过程中的培训指导，还能抓终端的销售
服务，让全省的农产品不仅种得好，而且卖
得出、价钱高。

“最近我联络省外农产品公司在普定县
马官镇发展韭菜订单式种植 15000 亩，还联
系了威宁白萝卜、印江黑木耳的销售渠道，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中级经济师刘俊媛说。

在相关农技人员和省农业农村厅品牌专
班的推动下，全省 10 余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入驻“中国推介”，京东集团、首杨水果在我
省创建了“定制果园”产销模式，“医院+企业+
农户”采购配送机制实现省内二级以上公立
医院食用菌采购货源本地化，全省 23个中药
材基地被北京同仁堂确定为“定制药园”，为
贵州山珍风行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军出击 各路英雄尽显神通

为激励全省各级各类农业技术人员深入
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今年 4月，省委
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联合制定了《贵州省 2022年激励农业技
术人员创新创业行动方案》，成立了省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
任人，确保“榜单”任务及相关要求落到实处。

成立“顶级帅团” 运筹帷幄抓统筹

本次行动成立了省级农业技术专家服务
总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
宝安任技术总团长，下设粮油、畜牧水产、
经济作物 3个专家服务团共 73人次，分别负
责“征榜建榜”“审榜发榜”的审核、指
导、验收等工作。成为技术总团长让宋宝安

感到十分荣幸，他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此次行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下一步，技术
总团将充分发挥优势，找准技术、找准项
目、找准合作伙伴，围绕“揭榜挂帅”和

“基础性示范服务”，产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成果和经验，助力全省乡村振兴。

组建“作战军团” 排兵布阵划战区

在省级农业技术专家服务总团下，行动
还围绕粮油安全、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

农技推广服务，组建了水稻、牛羊、水果、
蔬菜、茶叶、农机等 26个专家服务工作组，
负责具体产业的技术服务指导。“乡村振
兴，人才是关键，26个工作组的专家共覆盖
数十家涉农单位 363人次，几乎涵盖了农业
技术方方面面的人才。”省农业农村厅人事
处 （人才工作处） 处长王文虹介绍，工作组
的组建从部门职能、人员特长等方面作了通
盘考虑，力争让每一位专家或农技人员都能
展示才能，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形成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

广泛“招兵买马” 各路英雄勇揭榜

为号召广大农技人员勇于揭榜、深入基
层一线建功立业，全省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宣
传工作，各市 （州）、县 （市、区） 分别成
立了专家团队。截至 6月 30日，全省累计审
核发布榜单 226 个，吸引了 19745 名农技人
员参与基础性示范服务，参与率达 98%，申
报“揭榜挂帅”榜单 1560 个。“这次行动给
我们年轻一代农技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平
台，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展示业务技术、提升
能力水平，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将竭
尽所能完成好相关任务。”省级大豆油料专
家服务工作组成员、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高级农艺师凡迪说。

三军联动 制定详实作战计划

农历三月至五月，
贵 州 大 地 一 片 生 机 盎
然 ，农 耕 生 产 正 当 其
时。为扛稳粮食安全和
重 要 农 产 品 供 给 政 治
责任，发挥全省各级各
类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技 术
支撑作用，我省启动了
2022 年 激 励 农 业 技 术
人员创新创业行动，鼓
励 支 持 广 大 农 技 人 员
积极参与“揭榜挂帅”，
推动专家直接进村、技
术直接到田、指导直接
到户、责任直接到人，
把 农 业 先 进 适 用 技 术
送到生产第一线。一时
间，各路农技人员激烈
角 逐 ，争 相“ 揭 榜 挂
帅”，抢农时、抓农事，
处处都是繁忙的景象。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动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创新创业，为高质量完成全省粮油等重要
农产品生产任务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撑——

揭榜挂帅聚英才 技术指导到一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方春英 通讯员 刘韬

“安顺市镇宁自治县丁旗镇党政领导和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认为行动和党政领导领
办粮食示范责任田是一回事，认为落实示范
田就是开展了行动；毕节市黔西市绿化乡部
分农技人员的基础性示范服务数量不符合要
求，对行动具体要求不掌握……”这是省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行动推进不力、弄虚作
假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严肃通报。目前，共
下发通报 2 期，对发现负面问题的县 （市、
区） 要求迅速整改。

为确保行动落到实处，我省建立了完善

的工作督导机制和奖惩机制，层层压实各方
责任。同时，规定农技人员在开展技术服务
中，要尊重农民意愿，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对只填表不服务、只
挂帅不出征等行为进行严肃问责。此外，省
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还组成了暗访组，采取

“四不两直”的方式，随时实地督战，及时
掌握各地推动落实情况。

为积极营造爱才惜才、敬才用才的良好
氛围，各项激励保障措施也同步出台。对在保
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工作中取得突
出成绩的团队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予以表彰表扬，并将贡献突出的农业技术

人员纳入省农业农村“十百千万”人才培养
库，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评先选优上优先
考虑。对深入基层服务 1 年以上作出积极贡
献，获市（厅）级表彰（通报表扬）的，可破格申
报农业中级职称；对深入基层服务 2年以上作
出突出贡献，获市（厅）级以上表彰（通报表
扬）的，可破格申报农业副高级职称。

“以往因为单位聘用职数限制、相关评奖
少等原因，导致我们未被聘用，不能享受相应
的待遇。现在好了，十分庆幸能有这次行动，让
我们又看到了希望。”畜牧师谭晓山激动地说。

强化保障 严明纪律赏罚分明

本报讯 （记者 刘绍波） 近日，贵州省农科院水
稻研究所水稻栽培专家、省级科技特派员、省产业导师
蒋明金带队赴贞丰县永丰街道办岩渔村、白层镇那郎村
开展水稻种植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

据了解，岩渔村有良田 1600 余亩，该村以优质稻
产业为基础，打造出了“岩渔米”品牌。专家组实地观
察了水稻长势、病虫害发生情况，并针对水稻现阶段田
间管理要点以及病虫害防控对当地种植大户进行指导，
确保水稻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

随后，专家组到白层镇那郎村开展水稻田间管理及
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今年 5月以来，我省各地雨水较
多，不利于水稻正常生长，不少稻田发生了稻飞虱、稻
纵卷叶螟等虫害。对此，专家组为农户详细讲解了水稻
常见病虫害的症状识别、发病条件、防治方法及各种病
虫害的生物特征、危害症状等，并发放《水稻常见病虫
害识别与防治》彩色手册，手把手教农户对照手册识别
水稻常见病虫害，对病虫害进行有效防治。同时，还结
合实际，为当地农户讲解了近期稻田水肥管理要点及注
意事项，确保水稻后期健康生长。

省农科院水稻所

赴贞丰县指导
水稻种植田间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刘悦） 近日，“动物防疫社会化
服务示范创建”省级揭榜团队赴播州区开展动物防疫社
会化服务培训。团队揭榜人毛以智以“政府购买动物防
疫公共 （辅助） 服务”为主题进行专题培训和分享。

集中培训结束后，团队人员还走访了播州区富民兴
农和桑梓动物防疫合作社，通过座谈了解合作社经营管
理、队伍建设、业务拓展等方面情况，对合作社经营管
理、防疫物资管理、台账记录等进行了实地指导。并就
合作社如何利用平台资源优势发展壮大，不断提高队伍
组织化、专业化、年轻化水平，高质量提供动物防疫公
共 （辅助） 服务，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振兴乡村
产业进行了深入研讨。

最后，团队人员来到贵州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开
展基础性示范服务，指导该公司新民种猪场开展国家级
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创建工作。

省级揭榜团队

赴播州区开展动物防疫
社会化服务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金忠秀 通讯员 余余）为切实做
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推动农药减量增
效，碧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使用无人机进行植保
作业，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水平，确保粮食稳产增收。

碧江区水稻药剂拌种减药增效及绿色防控关键技
术推广服务指导“揭榜挂帅”榜单团队队长、区农业
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正高级农艺师刘泉介绍：“过去
手动背负式或高杆喷雾器作业会造成漏喷或施药过量
流失，防效差，易产生药害，农药利用率不高。现在
用无人机精准打药，自动定航、定速、喷雾，可以达
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据了解，植保无人机具有操作简单、效率高、适应面
广、喷洒均匀、省工省水、雾化效果好、农药利用率高等特
点。碧江区从2020年开始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
通过对该区水稻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进一步缩短了防治
周期，提高防治效率和效果，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碧江区

无人机植保
确保粮食稳产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吴传娟）当前，黄豆、玉米等农作物
开始进入结荚（棒）期，为确保粮食安全生产，近日，瓮安
县鼠害防治团队深入“揭榜挂帅”和基础性示范服务地点
岚关乡岚关村开展鼠害绿色防控技术指导服务。

团队成员采取小范围集中农户和入户宣传指导相结
合的形式，对岚关村瓮朗坝组农户进行了鼠害绿色防控
技术培训，详细讲解了毒饵站配套生物鼠药灭鼠，TBS
围栏灭鼠，粘鼠板、鼠夹、鼠笼灭鼠，养猫灭鼠等绿色
防控技术。

在田间地头，团队人员进行了 TBS围栏的田间操作
安装，对 TBS围栏、粘鼠板、鼠夹、毒饵站以及生物鼠药等
技术进行了演示，现场发放技术资料 60余份，发放生物
鼠药雷公藤甲素毒饵 60包（每包 100克），使农户掌握了
鼠害绿色防控的关键技术。

瓮安县“揭榜挂帅”团队还将进一步加大开展鼠害绿
色防控技术宣传力度，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瓮安县

开展鼠害绿色防控
技术指导

岑巩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一线，推广水稻制种母本钵苗、毯苗机插及配
套育秧技术等新型农业技术。 杨云 摄 （贵州图片库发）

农技人员在万山区黄道乡龙江村开展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示范。 姜谢 摄 （贵州图片库发）

钟山区“党员农技专家小分队”成员在实验
室研究羊肚菌菌种。

郭君海 摄 （贵州图片库发）

赤水市农技人员在长期镇兴旺村向种植户讲解金
钗石斛幼苗管护技术。 张鹏 摄 （贵州图片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