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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季节，伴着马铃薯收获机的轰
鸣声，神木县锦界镇沟掌村马铃薯种植
大户王涛的2000亩马铃薯地块上，一
个个个大皮薄的土豆跳跃着从土里翻
涌而出，王涛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这是神木推广新技术助力马铃薯创高
产的一个真实写照。

近年来，神木县不断加大对马铃薯
种植产业的新型技术投入，积极引导农
民科学种植，大力加强集成技术的推广
应用，全力推进农业跨越式发展。

依托优质的土地资源，神木县的马
铃薯以薯型好、耐储存、口感好深得客
户和市民的喜爱，刚一上市，来自山西、
内蒙古等地的收购货车就在地头排起
长龙。王涛说：“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
这颗是三两，三两以上的作为商品薯由
市场决定价格，六毛、七毛、八毛，还有
可能上九毛。收入的话，今年每亩地纯
收入差不多1500元。”

锦界镇沟掌村2000亩马铃薯种植
基地是该县高产高效水肥一体化集成
技术示范园之一，主要采取起垄、测土
配肥、脱毒良种、病虫草害防治等新型
种植技术。神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高成平说：“起垄以90公分
为标准，亩留苗密度3000株左右，但是
亩产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十，关键是可以
用GPS导航机械化作业。”

虽然受天气情况的影响，去年相继
发生暴雨、涝害、冰雹灾及中途的伏旱，
几种因素造成全县马铃薯略有所减产，
但是凭借起垄、测土配肥等技术的运
用，神木县锦界镇沟掌村马铃薯亩产达
3500 公斤以上，创县马铃薯高产记

录。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龚清世
说：“起垄种植的好处是因为薯块长在
垄上，遇到暴雨、涝害不至于受到灾害，
根据我们进一步摸索探讨，在来年的马
铃薯种植当中要逐步推行沟掌现在形
成的这种种植模式。”

2016年，神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
达14万亩，实施马铃薯标准化生产5
万亩，其中太和寨、花石崖、乔岔滩、解
家堡4个镇办实施万亩山旱地马铃薯
高产创建示范片1.02万亩。马铃薯百
亩核心攻关田 1.01 万亩，平均亩产
1315公斤；马铃薯辐射田4.49万亩，平
均亩产1120公斤，较全县平均产量增
产34.8%、14.8%。

“刘书记前年8月来新庄则村任
职，一年多来为我们办了不少实事、好
事。”榆阳区清泉办事处新庄则村养猪
大户刘建军说。刘建军说的“刘书记”
就是该村的“第一书记”刘彦飞。

刘彦飞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
士研究生，曾发表学术论文7篇，获
国家实用型发明专利1项。2013年
毕业后考入榆阳区农业局工作，
2015年到榆阳区清泉办事处新庄则
村任“第一书记”。

担任“第一书记”的一年多来，刘
彦飞积极与各方沟通协调，带领群众
一起脱贫，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刘彦飞多方沟通力争到资金60
万元，硬化了通村公路4公里，方便
村民出行；协调安装了路灯40盏（榆
阳区财政局赠予25盏，榆阳区能源
站赠予15盏）；争取到榆阳区水务局
人饮工程项目资金20多万元，打深
水井一口，建高位蓄水池1座，解决
了村民吃水难问题；利用榆阳区扶贫
办项目资金20万元，建立蓄水池2
座，可灌溉200多亩农田。

该村清新家庭农场现存栏生猪
400多头，通过刘彦飞多次争取，榆
阳区农业局投资10万余元建成50
立方米沼气池1座。他还协调引进
优良品种杜八黑猪70头，带动3户

村民养殖致富。
去年，榆阳区农业局赠予新庄则

村玉米、富硒谷子、红小豆、绿豆等种
子，村民共种植900亩，同时，该局赠

予该村尿素5吨，分发给25个贫困
户，派出农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达
到了增产增收的效果。

近日，在清泉办事处贫困户脱贫退

出签字会上，榆阳区农业局现场送慰问
金5000元，分发给新庄则村25户贫困
户。根据贫困户的各项收入统计，该村
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已达到3200元。

子洲县

100余名新型农民
接受核桃种植培训

本报通讯员艾朵朵报道 近日，子洲县农广校举
办核桃种植培训会，邀请山西省汾阳县核桃专家段吉
成进行核桃培育专题培训，全县100余名新型职业农
民参加了培训。

培训中，段吉成采取理论讲解和教学互动相结合
的授课方式，从核桃的栽植与田间管理、核桃树的栽培
技术、修枝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向学员们进行了
系统培训。此次培训让农户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核桃
的栽植和管护知识，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致富门路，拓
展了致富思维。

清涧县

去年畜牧产值3.1亿元
本报通讯员贺波报道 2016年，清涧县坚持把绿

色养殖作为实现脱贫致富希望产业，着力打造绿色生
态肉蛋生产示范县，全年畜牧业产值达3.1亿元。

该县遵循“规模适度、绿色散养、自然生长”原则，
以发展土鸡蛋、黑毛猪肉和绿地牛羊肉为重点，通过严
把绿色饲养、生产加工、冷链运输、检测认证、品牌打造
等环节的监督关，确保群众吃得放心、安全，走出了一
条“小养殖带动大产业”的新路子。全年新建1个省
级、2个市级和3个县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羊子、生
猪、禽类饲养量分别达25万只、10万头、25万羽。

绥德县

120万元奖励种养专业大户
本报通讯员杨崎筠报道 日前，绥德县人民政府

发文，拿出120万元分别对田俊莲、王浩春等种植、养
猪、养鸡、香菇等专业大户，以及绥德县兴财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进行表彰和奖励。

近年来，该县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引导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规模
种养。目前，全县各类农村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已达
370多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480多个，有力地带动
了全县更多贫困农民本地就业，脱贫致富。

吴堡县

百名村主任忙“充电”
本报通讯员宋书适报道 近日，吴堡县委党校举办

全县村主任培训班，对全县107名村（社区）主任和6镇
带队领导共计113名学员进行了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县委领导和市委党校讲师、县纪委
负责人作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当前反腐
形势与任务》《如何当好新时期的村主任》《精准扶贫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辅导培训，培训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旁征博引，联系实际，从6个方面深刻论述了精准扶
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
重要保障。精彩的授课赢得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培训期间，学员代表分别就自身农村工作经验作了
“精彩五分钟”的演讲，县委党校还组织观看中宣部电视
系列片《永远在路上》，并对学员进行了闭卷结业考试。

定边县科技局

发展产业促脱贫
本报通讯员钟景林报道 去年，定边县科技局采取

有效措施 帮扶樊学镇焦掌村脱贫，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8.77万元，协调帮扶资金3.36万元，取得了显著成效。

焦掌村土层深厚，适合推广马铃薯种植，但该村现
有品种老化，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低。因此，该局
建设了25亩马铃薯科技示范田进行旱作马铃薯全程
机械化作业试验示范。春季开展了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等技术培训，免费提供青薯9号原种、肥料、技术指导、
全程机械化作业，又将收获的青薯一级种薯回购后免
费发放给焦掌村79位贫困人口每人500斤，剩余马铃
薯由村部发放给该村有种植意向的村民。因示范田采
取了起垄、覆膜、良种、机械化作业、病虫害统防统治等
技术，马铃薯长势良好，亩产过吨，在该村以及周边村
引起了轰动，起到了很好的推广示范作用。

该局给焦掌村村委会赠送玉米点播铺膜机1台、小
型玉米点播机5台、荞麦铺膜穴播机2台、马铃薯收获机
1台以及电动农药喷雾器5台，方便村民今后开展机械化
生产。该局还邀请村干部参加杨凌农高会以开阔眼界，
激发他们发展产业的激情，为村部赠送《定边县农村实用
技术手册》600余册，帮助村民拓宽了视野、转变了思维
方式、提高了生产水平，增强了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清涧县

去年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全部运行

本报通讯员贺波报道 去年，清涧县投资575.03
万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7处，解决了12728人的
饮水不安全问题。

截至目前，27处工程已全部投入运行，不仅解决
了当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而且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促进农村发展产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神木：新技术推广助力马铃薯创高产

刘彦飞：农大研究生 实招真扶贫
本报通讯员李焕平 贾晓斌

去年，清涧县
解家沟镇党委把
精准扶贫作为全
镇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对全镇所有
贫困户调查的基
础上，科学决策，
因 地 制 宜 实 施

“产业分块、一户
一策、一家一产”
量身定制的个性
化 精 准 扶 贫 战
略。做到贫困户
发展有产业、启动
有资金、技术有保
障、增收能脱贫。
到2016年底，全镇
共帮助扶贫户因
地制宜发展养殖、
林果、食用菌栽
培、小杂粮等多个
增收产业，加上政
策兜底扶贫，全年
已有927户贫困户
2509人脱贫，占到
全镇贫困户总数
的78%。

清涧县解家沟镇

量身定制帮扶策 因地兴产脱贫快

刘彦飞（右）在该村清新家庭农场查看生猪长势。 李焕平摄

解家沟镇依托当地资源和人才优
势，先后扶持成立二郎山生态农业园、
黄土地食用菌养殖场、俊杰现代农业公
司等3家小微农业企业，新组建博创、
丰肥等放心肉蛋绿色畜牧养殖专业合
作社5家。通过农业科技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帮助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全
镇建成生态畜牧养殖、枣木特色养殖重
点示范村8个，发展重点产业脱贫示范
户200家。呼家山散养土鸡专业村，产

业扶贫户户均散养喂养土鸡 30只以
上。坪福崾养土蜂专业村，产业扶贫户
户均养土蜂5箱。现在，刘家畔村、郝
村、小马家山村、张家洼村4个重点贫
困村全面脱贫。

该镇寨沟村按照镇上划分的产业
区，制定以种促养的发展战略，去年种
植玉米、谷子等农作物2000亩，在博创
养牛专业合作社的引领带动下，全村家
家户户发展养牛,52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有37户产业扶贫户依靠产业扶贫
资金建起了牛棚养肉牛。目前全村肉
牛存栏近 500头，其中贫困户户均养
牛 3头。合作社与贫困户合作，采取
贫困户投工投劳、合作社集中饲养的
方式，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给贫困户
代养100来头。通过贫困户与公司结
对精准扶贫，让贫困户既降低市场风
险，还能持续增收快致富，加快脱贫目
标的实现。

解家沟镇是传统红枣产业区，近年受
到红枣市场低迷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挤压，
很多枣农陷入贫困。该镇立足镇情实际，
划定出以沿黄路（原二郎山）为纽带的红
枣优生区，以白草寺（原寨沟乡）为中轴的
小杂粮、牛羊种养区，以无定河为依托、党
家川村为龙头的瓜果菜薯生产区，建设3
个差别化发展农业产业功能区。他们请
回本镇能人张成成，创办了清涧县黄土地

农业科普公司，发展木耳、蘑菇、灵芝等食
用菌种植。并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的
方式，为贫困户发展种植提供育种制作菌
棒、技术指导培训、包装打标销售等一条
龙服务。目前，该镇刘家畔村、二郎山村、
杏洼里村50家贫困户在该公司的带领
下，发展灵芝、香菇、木耳、平菇等食用菌
栽培，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

刘家畔村贫困户刘恩明在镇上“一

户一策”扶贫资金的撬动下，去年初把家
里的两孔旧窑洞改造成菌房，在黄土地
木耳蘑菇养殖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把
枣树枝粉碎加工成1000个菌棒种蘑菇，
半年收获 5000 多斤蘑菇，收入 1.5 万
元，很快脱贫。镇上通过扶持小微科技
企业，帮助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也让贫
困户能学习掌握栽培技术，既扶贫又“扶
智”更“扶志”，让其从根本上脱贫。

去年初，该镇党委政府为了达到精
准扶贫有实效、增收有保障，组织全体干
部和各村“两委”会及驻村扶贫干部，对
所有贫困户再次逐一调查摸底，掌握每
家贫困户的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劳动力
现状、文化程度、承包地自然条件和种植

情况及致贫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他们
以“两学一做”为契机，要求全镇党员干
部必须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有所作为，要
想方设法地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争做
群众致富路上的引路人。

通过对 1000 多户贫困户调查统

计分析，认真查找每家的“穷根”，针对
“穷根”，寻求制定解决办法。为贫困
户建立一户一本精细台账，根据其致
贫原因，结合家庭综合情况，科学制定
每户的具体脱贫计划，确保扶贫扶到
点子上。

成立合作社 带动快脱贫

发展种植养殖 “扶智”又“扶志”

1 调查摸底 建立台账

□本报通讯员范云峰 任鑫报道

□本报记者薛春生 通讯员徐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