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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曹晔摄影报道 9月
21日，在靖边县农业科技示范中心的
马铃薯组培室内，工作人员张淼正在查
看马铃薯原原种培育情况。据张淼介
绍，经过农业科技培育出的马铃薯不仅
薯型佳、抗病能力强，且比传统种植增
产40%左右。

近年来，为了提高全县马铃薯良种
标准化程度，满足当地马铃薯良种需
求，靖边县不断加快农业科技探索步
伐，先后建成组培中心1032平方米、扩
繁中心1500平方米、原原种繁育基地
151处、马铃薯种薯加工厂房470平方
米、恒温库 256 平方米、地下常温库
508平方米、晾晒棚1031平方米，每年
可生产脱毒马铃薯试管苗1000万株、
脱毒马铃薯微型薯1500万粒、脱毒马
铃薯原种120万公斤。

截至目前，靖边县马铃薯种植面积
约30万亩左右，其中优质马铃薯种植
面积达到80%。

育良种

靖边县非公企业

为爱心超市捐资超42万元
本报通讯员曹晔报道 靖边县按照“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多方参与”的社会扶贫工作思路，积极引导和
鼓励非公企业投身脱贫攻坚。

截至目前，靖边县特种民爆器材经销有限公司、靖
边县靖通汽配维修有限公司等80多家民营企业已被
纳入靖边县工商联动态台账。在上半年的帮扶中，这
些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累计为各村爱心超市捐资42万
余元，不断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佳县王家砭镇

贫困户喜领分红
本报通讯员康亮亮报道 9月26日，佳县王家砭

镇召开村集体经济集中分红现场会。
此次分红为半年分红，把18.8万元红利发放给贫

困户。据了解，该镇14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
以来，积极探索发展模式，村集体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
展。此次分红将有力地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
动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市小杂粮流动专家工作站在横山
区、定边县、佳县三个县区的13个镇建
立了16个示范点，示范种植有谷子、绿
豆、荞麦、玉米、西瓜等新品种33个，实
用新技术7项，极大提升了辐射带动效
果，提高了农户的学习主动性。

在定边县，专家组积极推广旱地全覆

膜玉米栽培等技术，在学庄乡高庙湾村示
范500亩，平均亩产1031.26公斤，比传统
种植增产16.52%；在堆子梁镇庙湾村，专
家组推广的玉米标准化技术示范基地平均
亩产971.65公斤，增产9.13%，增效超过
15%；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杂粮研究中心
合作，在定边县建设了万亩荞麦生产基地。

在横山区赵石畔镇赵石畔村，专家
组推广500亩绿豆机械覆膜播种一体技
术全部采用机械覆膜、播种一体技术，平
均亩产为124.5公斤，增产24.8%，增收
270—300元。

在佳县，结合当地实际，专家组在方
塌镇尚寨村、刘山镇桃园沟村推广绿豆
旱作增效技术。该技术全部采用机械覆
膜、播种一体技术，每亩节省人工1—2
个，增效80—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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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横山区横山镇石窑
子村的 200 亩示范谷子喜获丰
收，由市小杂粮流动专家工作站
推广的示范谷子新品种机械化精
量播种免间苗技术，实现当年平
均亩产 339.5 公斤，比大田增产
8.7公斤，增收35元左右。

为充分发挥小杂粮产业在
我市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根据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
部署，2017 年我市成立了由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市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市蚕桑工作站三家
单位的 5 名农业专家组成的榆
林市小杂粮流动专家工作站。
工作站围绕县域资源优势和产
业特点，充分发挥专家团队的
技术优势，进一步培植壮大优
势特色小杂粮产业，积极探索
产业增收扶贫模式。

2017年6月，刚成立不久的榆
林市小杂粮流动专家工作站的农业
专家们在组长王斌的带领下，先后
赴定边县、横山区和佳县开展调研
工作。通过走访调研，专家们基本
摸清了相关县市区特色产业发展的
基本情况：定边县已形成以马铃薯、
玉米、特色蔬菜、荞麦为主的四大主
导产业，仅荞麦一项常年播种面积
就达35万亩，总产量超过2.5万吨；
横山区主产杂粮，搭配以马铃薯、水
稻等作物，是全市绿豆出口基地县；
佳县按照“两高一优”和“优枣、兴
牧、扩草、增薯豆”的基本思路，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壮大“枣、畜、
薯、豆”四大特色主导产业。

专家组认为三个县区地理区
位、自然资源、产业水平和技术条件
等各不相同，但在产业发展中均存
在品种结构单一、良种覆盖率低、劳
动力短缺、机械化程度较低、轮作倒
茬不合理、病虫害严重、销售渠道不
畅、经济效益差等共同难题。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
里。根据县区的需要，我们每个月
都会不定时地去调研了解情况，摸
清县区主导产业存在的问题。同
时，通过与各县区产业扶贫办及农
业部门密切沟通，探讨产业扶贫思
路、重点和实施方案。”组长王斌说，
目前已经确立了以发挥区域自身优
势，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大力发展
优势产业的工作方案。

在打造示范基地引领农民增收的同
时，工作站还积极研发推广绿豆机械覆
膜播种一体技术、谷子机械化精量播种
免间苗技术、谷子机械覆膜穴播技术等，
达到了节省人力物力、节本增效的目的，
增强产业后续发展能力。

针对山区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低、商
品意识不强等问题，工作站积极开展技
术培训与服务。截至目前，共邀请知名
专家为近千名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和现场
指导，编印发放了《产业扶贫系列培训手

册》《旱地作物栽培技术》以及“榆林旱区
豆类双沟覆膜高产栽培技术挂图”等技
术资料，引导农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
高产品质量和种植效益。

“今年我家种的7亩绿豆丰收了，亩
产近200斤，总共产出1300多斤，比去年
每亩多收了30到40斤。”绿豆收获的季
节，佳县兴隆寺老庄峁村的村民马怀兵高
兴得合不拢嘴。他说，特别感谢专家组的
指导培训，今年自己家里种植的绿豆起了
斑点，要不是专家组实地查看并现场指导

喷了农药，今年的绿豆肯定会减产。
同时，为解决农产品销量不畅等问题，

工作站深入推进农企合作，发展订单农业，
积极与佳县黄土地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合作，建立了小杂粮生产基地5000多
亩，实行订单农业、保护价回收产品等措施，
帮助120多户贫困户实现了增收。

“今后，工作站将在继续做好新品
种、新技术示范推广的同时，根据各县区
产业扶贫办与贫困村的技术需求，积极
主动做好科技服务和产业建设工作，及
时搞好指导和服务，帮助贫困户选准增
收项目。”组长王斌说。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示范带动 打造样板——
示范新品种33个、实用新技术7项

农企携手 合作共赢——
“比去年每亩多收了30—40斤”

深入调研 摸清底子——
“哪里需要我们，我

们就去哪里”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纪律

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
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普
查工作纪律要贯穿普查工作全过程。对普查
对象提出按时、如实地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
篡改普查数据的要求；对普查机构和人员提出
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
查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
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
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
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对违法违纪的行为提
出严格依法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政策解读

去子洲县高坪乡吴塔村的道路是
如此的颠簸、漫长，车窗外尘土飞扬。
经过近两小时的车程后，我们终于到达
目的地。

我的母亲是子洲县水务局水政水
资源办副主任吴丽萍。母亲主动要求
驻村扶贫，而且特意选择了最偏远、条
件最艰苦的贫困村。我带着好奇和不
解，走进母亲口中的第二故乡——她
心心念念的扶贫阵地，我想了解并弄
明白母亲为何忙得不能参加我的大学
毕业典礼。

村党支部书记热情地把我和母亲
迎进办公室，便开始跟母亲谈开了扶
贫工作：哪家贫困户的房子有裂缝了
需要上报、哪家贫困户的孩子考上协
管岗位需要登记、哪家贫困户的老人

生病要报销医疗费……母亲一边听一
边记，时不时地询问着，根本没理会一
旁她的宝贝女儿正蹲在墙角，脸色煞
白，胃里翻江倒海。

“哎！你这女娃娃可不敢碰这纸箱
箱！”旁边一名约70岁的大爷急忙把一
个纸箱子从我脚边挪开。

“老吴给你送鹅蛋来了，知道你今
天来，老人家早早就在这里等你了。”村
党支部书记对母亲说。

听完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谈话我才
知道，“老吴”是母亲帮扶的3户贫困户中
的一户。他的儿女常年外出务工，而且
吴爷爷患胃癌已经10多年了，家住在村
里最高处，交通不便，吃水困难，是典型
的贫困家庭。母亲每次回村都先去看
他，每次都会带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老

人家养两只鹅，总是把鹅蛋攒下送给母
亲。一开始，母亲总是坚持不要，但每次
看到老人家的那种坚决，于是便象征性
拿几个鹅蛋，走时，又悄悄把一百或五十
元钱塞在他家的被褥下。

母亲帮扶的另一户贫困户老马，是
一位孤寡老人。随母亲走进一孔旧窑
洞，里面很暗、很拥挤，没有几件像样的
家具，可炕台上一个明晃晃的水杯子却
是那么显眼，这不是父亲一直舍不得用
的那个杯子吗？明白了，是母亲送马爷
爷了。她不仅经常把家里的水杯、电饭
煲、手电筒送给有需要的贫困户，还把
我送父亲的能测血压的手环以及出差
回来带给我和弟弟的糖果糕点，都送给
了贫困户。

当天村里有庙会，很热闹。母亲帮

马爷爷收拾好锅台，便扶着老人家走出
窑洞。走进戏场，母亲边陪着他听戏边
嘘寒问暖，了解老人家的近况。不一
会儿，村党支部书记骑着摩托车来找母
亲了，他们还有很多事要谈，母亲给争
取来的体育设施还没来人给安装，需要
再协调；饮水工程项目还需要同县水务
局协商……母亲这么忙，我发现到目前
她还没顾上喝一口水。

此刻，我不再去抱怨她的“不陪伴”
和“不关心”，我读懂了母亲。母亲，您
是我的骄傲。 文/郝雨露

“我母亲是扶贫工作队队长”

田间指导 向贫困户介绍新品种

业务培训

神木市麻家塔办事处创新项目管理机制

让项目建设快起来
本报通讯员杨亮华 尚春艳 罗喜林报道 神

木市麻家塔办事处创新项目管理体制机制，用强有力
的监管措施和严格的考核制度，狠抓项目建设进度等
问题。

成立了项目办。从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开始到
协助项目方案设计评审，项目所有行政审批手续的
办理、招标，施工现场要求等，项目办全程进行规范
监督和管理。项目办成立以来，办事处所有项目方
案从审查设计、预算、预算审核，到项目预算审查，发
改局下达年度计划、进行招标，所用时间较往年大大
减少。据悉今年以来，办事处10个新建项目、13个
续建项目，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建立责任倒查追究机制，严格项目考核。根据项
目规划建设方案，及时将项目建设中的相关工作分解
到部门、社区、村组。量化任务指标，强化工作措施，
细化责任分工，实施反向追究，确保每个项目在施工
中进度有人问、质量有人管、责任有人担，矛盾纠纷能
及时调处。办事处规定，每个项目负责人为项目党风
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实行“一岗双责”，严格实行工
程质量主管部门行政领导责任制、参建单位领导责任
制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对项目的资金使用、工程
实施和质量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督，严肃查处项目实施
中的各类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从抓前期、抓建设、抓协调、抓管理、抓服务做起，
办事处努力为每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榆阳区

筑牢秋冬季森林“防火墙”
本报通讯员霍多多报道 近日，榆阳区召开秋季

森林防火工作会议，要求气象部门与林业部门密切联
系，共同筑牢秋冬季森林“防火墙”。

针对榆阳区每年秋冬季气候干燥、风力较大，森
林火险等级偏高等情况，气象、林业部门共同建立和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对辖区内有火灾风险的区域重点
排查，加强火情监测预报预警；健全森林火灾扑救应
急联动机制，在重大节假日、森林火险高发期，加大森
林防火科普宣传力度，利用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以
及防火宣传标语等传播渠道广泛开展防火安全宣传，
提高群众森林防火安全意识；联合开展对森林火险预
警、森林火灾监测等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不断
提高森林火险预警、火灾监测的能力和水平；抓住有
利天气时机，及时开展人工增雨（雪）气象服务，有效
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