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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要“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要做好高标准农田改

造这篇农业“大文章”，这是我省近几年来在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中，一步一个脚印蹚出来的“实路子”。

“盐碱白”变身“生态田”

“五一”小长假，在大安市中科佰澳格霖农业土地整治

现场，百余台大型机械齐上阵，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自接到复工指令后，迅速调运设备及人员，抢时间、赶进度，

每天施工10个小时以上，表土剥离、土地平整、斗渠、毛渠等

各项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等工程都

在有序推进，而平整出的田块笔直的田埂、路基已经渐渐形

成，现在所做的这些无疑是在将昔日荒芜的盐碱地，蝶变成

日后优质的水稻田。

站在改造的田地边，迎风目视着面前正在平整土地、盐

碱地改良的田野，附近的村民满怀希望。这片祖祖辈辈人

昔日望眼欲穿的“薄地”、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在不久后就

将变成带领村民致富增收的“希望田”。

“望天田”变身“万亩田”“高产田”

早春四月，千里沃野的长春大地，一幅幅“田成方、路相

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画卷映入眼帘，这也是长春

市连年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标志性特点，就此，掀开了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绿色发展新篇章。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战略性举措。近年来，随

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春市强化政策

支撑，不断加大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土壤培

肥改良……稳步推进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3年间，长春市新建、在建高标准农田达266.2

万亩，农田建设热潮悄然掀起。

2021年长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迈入千万亩大关，

许多昔日的“望天田”“斗笠田”，变成了“万亩田”“高产

田”。这一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

举措，为农业生产带来新变革，解锁了黑土地上的丰产“密

码”。

“烧饼田”变身绿色“米袋子”

“现在提倡绿色种植，我们种的粮食让人吃着放心。”眼

下，农安县小城子乡的顺民心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经开始为

今年的水稻插秧做准备，说起这几年的绿色增收秘诀，顺民

心合作社负责人王东侠夸赞起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高标准

农田上种植绿色水稻，节本增收，收益高了两成。”

合作社增收，功劳为何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去烧饼

一样不规则的田块，如今横成排、竖成行，泥泞的土埂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塑料田埂。“高强度塑料制成的田

埂，不但使用寿命长还不用整修。”走进农田，王东侠用手敲

了敲脚下的田埂，“过去备耕最头疼的就是整修田埂，高度

不够就得加高，出现侧漏就得修补，整修一遍得用10多天时

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成，土埂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每公顷

节省维护成本2000元左右。”

在做“春耕减法”的同时，顺民心合作社也做起了“加

法”。由于塑料田埂占地面积少，且不会生杂草，增加了稻

田的有效种植面积。“经过粗略计算，有效种植面积增加10%

左右。”王东侠笑呵呵地说。合作社种植的水稻已经连续3

年达到绿色食品认证标准。如今，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有机

种植，眼界不再局限于产量，更要着眼于粮食品质。

今年，长春市继续加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22年

力争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指标132.1万亩以上。抓好

九台区、公主岭市、德惠市3个万亩规模以上的新型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项目建设，打造长春高标准农田样板。

为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出亮点、出成效，凝聚共识，集

聚力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从项目启动以来，农业

部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顶烈日，冒风雨，战严寒，洒汗水，

每天都会到项目施工现场实时跟进项目进度。

确保粮仓责任扛在肩

2022年，我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550万亩，全省建成

面积累计达到4580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53.4%。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始终胸怀“国之大

者”，主动担当作为，立足早推动、抢进度、促项目，创新高标

准农田建设业务培训和项目评审办法，加快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

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高标准农田规划编制、项目选址、

工程设计和咨询审查等线上业务培训480余人次；组织专家

通过线上查阅初步设计报告、图纸以及问询交流等方式，评

审项目200余万亩。同时，推动各地克服疫情影响、多措并

举，积极储备建设基础材料。此外，累计储备水泥和钢材77

万吨，砂石455.5万立方米，准备施工机械5000余台（套）。

全省计划再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10个，累计将达到

20个，引领全省高标准农田提档升级；因地制宜探索浅山

区农田宜机化改造试点建设，提高浅山区农业综合机械化

率；开展高标准农田评估，绩效评价及验收抽查等相关工

作，提高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建设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工程

建设进度。

近年来，我省持续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夯实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基础，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去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030

万亩。今年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陆续启动，待改造的田

地正在陆续“换装”。在高标准农田改

造项目区，抬眼望去，眼前的农田已经

全部“翻新”，大部分田块已经成型，方

方正正，3米多宽的机耕道已经平整出

来，连通田间水泥灌渠正在修筑，一派

现代农业新景象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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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标准农田改造织出丰收“锦绣图”扫描

本报记者 王春胜

大安市高标准农田土地整理项目让“盐碱田”变“生态田”。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连日来，公主

岭市根据今年春季土壤

墒情，早安排、早部署、

早准备，抢抓农时，合理

运用耕种机械，在保护

土地的同时，提高耕作

效率。

在公主岭市刘房子

街道石房子村，3台免

耕播种机往来穿梭，播

种施肥一气呵成。伴着

机器隆隆的轰鸣声，把

这些带着希望的种子精

量地播撒在黑土地上，

让农民对今年的粮食丰

产更加有信心。

刘房子街道富峰农

机合作社理事长姜峰告

诉记者，现在一台播种

机一小时播1公顷地，3

台免耕播种机一天就能

播 30公顷地。今年他

承包的70多公顷地，3

天准能播完。

无独有偶，刘房子

街道刘房子村的张保行

也是当地种粮大户，去

年他采用免耕播种机，

既省时又省工。今年，

他种植36公顷土地，又

加大产能，购置了新的

免耕播种机。

刘房子街道佳禾家

庭农场负责人张保行表

示，播种机全款需要

3.6万元左右，补贴1.3

万元。今年土地采用免

耕机播种，不但优点多，还可以保护黑土地。

今年，刘房子街道玉米播种面积达8400公顷，

其中保护性耕作面积1500公顷，秸秆翻压还田面积

2500公顷，以保护性耕作作业补助管理保护性耕

作。刘房子街道农机服务科科长冷嘉伦说：“老百姓

对咱们保护性耕作技术非常认可，这项技术抗倒伏

能力强，蓄水保墒能力好。刘房子街道农机保有量

650台套以上，农业机械化率达98%以上。”

在秦家屯镇城北村的田地里，大型农机往来穿

梭，正有序开展春耕整地和播种作业。

据了解，秦家屯镇玉米种植面积1.18万多公

顷，整合了29户农资经销户，从4月20日开始，逐步

整地、扣地、播种，现在玉米播种已结束。该镇积极

发挥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的作用，提高播种速度、播种

质量，保证当地农民种好地、多打粮、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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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初夏时节，叶嫩花初。农安县的“三

辣”作物珠葱、大蒜已经进入生长期，走进田间地头，广袤的田

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哈拉海镇程家坨子村村民吕海涛说：“我种植‘三辣’已经

20多年了，每年的行情都不错，今年我又种了3垧多地，目前看

珠葱的长势挺好，今年的收成也能不错。”

农安县哈拉海镇副镇长李硕介绍，“三辣”种植是哈拉海镇

的农业支柱产业，已有近50年的栽种历史。今年的“三辣”栽

种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依然有将近5000户农民进行“三辣”的

种植。今年全镇有8000公顷左右耕地栽种了毛葱、大蒜等“三

辣”作物，毛葱、大蒜都是属于喜水作物，近期几场雨水对作物

的生长起到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农安县发挥土地资源优势，优化种植结构，不

断扩大“三辣”种植面积，加大特色产业发展力度，通过精

深加工、品牌包装及国际性营销等有效举措发展“三辣”产

业，形成稳定的产销链，以一产业的大发展，推动二三产业

的快提速，加速全镇经济大提升，有效促进了区域农业高

质量发展。

农安：“三辣”秧苗长势喜人

在汪清县罗子沟镇上碱村这个安详平静的小村里，强农农

作物种植专业农场有限公司已经在这块黑土地上默默耕耘了

16个年头。

巩祥武是土生土长的上碱村人，对他脚下的土地有着深厚

的情感。2006年，他成立了合作社，立志发展现代农业，成为新

时代农民。如今，该合作社已成为当地引领农民参与市场竞

争、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纽带”。

“领办合作社，最辛苦的工作是与村民们的沟通，要脚踏实

地、苦口婆心，要向他们讲清加入合作社的目的意义，一次不行

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让村民们产生信任感，心甘情愿地参

与，从而携手走向共同富裕。”巩祥武如是说。合作社成立16

年来，从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到如今506户入社，巩祥武难

掩心中自豪。

热爱农业、倾情付出，做事踏实、敢为人先，是合作社成员对

巩祥武的评价。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巩祥武始终有股干劲。“应

该不断拓展视野，了解当前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不断挖掘能够带

领社员持续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巩祥武这样想，也这样做。

2019年，巩祥武参加了由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主办，汪清县农业农村局农广校承办的农村合作社带头人能力

提升研修班学习。这次培训学习，让他更加坚定合作社是发展

现代农业的重要组织载体，是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有效形

式，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生力军。

更重要的是，此次学习让巩祥武开拓了视野和思维。几天

的培训里，主办方安排了培训学员观摩学习。在通化市及和龙

八家子林场的桑黄种植基地里，巩祥武认真听着讲解员的介

绍，看着一棚棚金灿灿的桑黄，对这一产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汪清县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雨水量充沛，环境极其适宜桑黄

种植。随后，通过为期5天的调研考察，巩祥武搞清楚了怎么

种、如何管，以及桑黄的价格走势与市场前景。

巩祥武的桑黄产业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资金不足就筹

措、不明白的技术就学，加上县农广校的技术支持，困难一一化

解，疑问悉数排除。通过巩祥武的不懈努力，当年就建造厂房10

座、菌种室2个、大棚20余座，生产菌袋8万多袋，产业粗具规模。

如今，合作社桑黄产业发展良好，规模已达10万袋，根据

当前价格预计，可获利150万元。巩祥武很看好中草药种植产

业，“下一步计划引进贝母、白鲜皮、赤芍等中草药种植，依托国

家助农惠农的好政策，引领一方经济带动村民致富。”

巩祥武，一个新型职业农民。16年如一日初心不改，秉承

一颗惠农之心，展现出新时代农民的良好风采，“农民增收致

富，是我不懈的奋斗目标。作为农业人，一定要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巩祥武说。

矢志不渝惠农心
——记汪清县强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巩祥武

本报记者 陈沫

贷款助力农业生产

本报讯（于洪湃）梨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坚持

“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以乡村振兴为己任，充分发

挥网点多、人员多优势，全面走访农户、农业合作社、

种植养殖户，深入生产资料和粮食收储等涉农领域

企业开展信息采集，最大限度满足县域农民农业生

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全县5.1万农户

的信息采集授信工作，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已发

放春耕贷款2亿元。

全力保障春耕用电

本报讯（张文琦）日前，国网松原供电公司党员

服务队结合农村地区春耕生产实际用电需求，早部

署、早准备、早行动开展“电力助农”专项行动。

他们对涉及农业生产的1985个重点台区、253

条重点线路进行特巡检查，依托供电服务“网格化”

管理，组织81名共产党员以村为单位实行春耕保电

包保服务计划，开通春耕和农业生产用电“绿色通

道”和快速办电“直通车”，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及

时处理春耕用电业务需求，全力为春耕生产用电保

驾护航。

本报讯（宗聪聪 记者任胜章）为广泛听取广大

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我省水利工作全方面的意见、建

议、求助和投诉，日前，省水利厅开通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全力打造人民满意政务服务。

省水利厅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通以来，直接面

向企业和群众，是反映问题建议、促进政府科学决

策、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重要渠道。其间，通过

做实政务服务热线工作，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的诉

求，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成了提升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有

力抓手。

去年以来，省水利厅以问题解决推动治理体系

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加快政务服务热线与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深度融合，及时妥善处理企业和群众诉

求，配合省政府把政务服务热线办得更实，不断提

升服务满意度。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7项，涉及企业咨询项目备案程序及材料、群众咨

询职称信息、群众电话咨询等多种诉求，所有事项

均实现“受理、转办、承办、督办、办结、回访”闭环

运行流程，所有事项均能实现当天受理，能当天办

结的事项均当天办结，绝不让问题过夜、让企业和

群众等待。所有事项办理结果均电话回复热线人，

受到群众好评。

全力打造人民满意政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