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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集雨蓄水

定边县属于资源性严重缺水区域，
特别是白于山区长期缺乏农业用水。
该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依
托地势条件，利用硬化道路、街道作为
集雨场，实现了集雨；利用原有机井、库
坝和适度合理利用地下水作为集雨补
灌的有效补充，实现了补水；具备集雨
条件的，新建低位集雨池、高位蓄水池；
不具备集雨条件的，利用梯田条幅高差
安装软体集雨窖，实现了蓄水；利用光

伏发电配套提水系统，让高低位蓄水池
互流，实现了输水。采用光伏泵站提
水、蓄水池土工膜铺设、新型材料软体
集雨窖等设施，在全县大力推广节水灌
溉补灌技术。

实施集雨补灌新技术

在定边县新安边镇新安边村的一座
山上，农户王杰正在他今年栽植的果园
里，使用节水灌溉系统给果苗浇水。“以
前我们这些山地完全靠雨水耕种，因缺
水庄稼经常没收成。后来沟里建了水

库，山上建了光伏泵站提水补灌工程，有
了水源，我就种了几亩苹果。”王杰说。

目前，新安边村凭借沟坝水库，新
建了2座高位蓄水池，还配套了3套光
伏水泵，铺设田间输水管网1.2万米，
将水源送到了田间地头。该村光伏泵
站提水补灌工程集雨补灌面积达375
亩，后期还可辐射1200亩田地。

“集雨补灌新技术的应用，以较低
的投资，高效利用有限的降雨，不仅满
足了作物关键期的需水，更是打破了白
于山区长期以来农田‘无水可灌’的不
利局面，降低了极端干旱天气对农业种

植的影响，也为白于山区扩大粮食种植
面积，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林果经济、
优质牧草种植提供了‘源头活水’。”刘
峰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定边县先后在
新安边等5个乡镇5个村先期实施了集
雨补灌试点项目，新修了13座集雨蓄水
池，总蓄水量3.38万立方米，还安装了
12套光伏泵站提水系统、150座软体集
雨窖，可实现节水补灌面积5400亩。
集雨补灌技术的推广应用，破解了制约
白于山区农业发展的“水瓶颈”，为推进
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自启动实施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后，米脂县城郊
镇高度重视，把实施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和推进拆旧
复垦工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
广动员、勤调度、快推进，对土地
进行复垦。通过连片平整改造，

“唤醒”了农村沉睡多年的废弃
宅基地，实现“变废为宝”，昔日
废弃地如今焕发新生机。

2019年，陕西果业集团米脂
有限公司与米脂县城郊镇高二
沟、井家畔和赵家山村村委会签
订合同，三村村委会按照农村“三
变”改革产业发展模式，采取土地
租赁方式，将土地集中流转给陕
西果业集团米脂有限公司。该公

司在第5年支付土地流转费180
元/亩，第6—10年每年支付土地
流转费210元/亩，第11—15年每
年支付土地流转费240元/亩，第
16—20年每年支付土地流转费
270元/亩，第21—25年每年支付
土地流转费300元/亩，25年后将
果园交给村委会管理，农户实现
旱涝保收。目前，陕西果业集团
米脂有限公司已建成米脂县千亩
苹果矮化密植示范园，完成投资
525万元，栽植果苗105000株。

米脂县城郊镇千亩苹果矮化
密植示范园负责人艾胜利告诉记
者，这个果园引进的是几个非常
先进的新品种，明年结的苹果会
比今年多，后年就是旺季，可以丰
产。果园用的工人都是这三个村

的，经常培训他们，他们在这里打
工，既能挣钱又学到了技术。

井家畔村村民井和飞一边
疏花一边告诉记者，自己今年六
十多岁了，出去打工没人要，非常
愿意来果园工作，因为学会了新
技术，就会管理果树了。村民赵
彩莲深有感触地说，老年人来这
里打工，一年能赚个一万元左右，
家照顾了，钱也挣了，挺好的。

陕西果业集团米脂有限公
司采用“公司+示范园+农户”的
扶贫模式，以土地租赁、劳动雇
佣、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等多种方
式带动3村1045户3219人，安
排劳动力就业150人，户均月增
收2000元，真正起到了以产业
示范引领促进增收致富的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贾瑞民） 为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做好村庄规划工作，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府谷县确定了特色保
护类村庄庙沟门镇沙梁村和集聚提升类村
庄黄甫镇段寨村2个试点，启动了市级实
用性村庄规划试点编制工作。7月14日
至15日，府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两
个试点村及所属镇政府开展实用性村庄规
划编制调研。

通过实地走访沙梁村沙梁古镇、光伏
电厂、采摘园和段寨村知青院、耕地平整工
程、小杂粮加工厂等现状设施，详细了解了
上述两个村组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产
业发展、农村住房布局、村庄安全和防灾减
灾、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的现状，并
与镇政府、驻村干部、村组负责人座谈交
流，初步确定村庄规划发展思路。

该县将结合两个试点村规划思路，坚
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
念，加快推进村庄规划试点编制工作，作为
乡镇级详细规划编制的示范，指导各镇政
府编制管用、实用的村庄规划，助力全县乡
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实施。

定边

推广灌溉新技术 破解农业“缺水喝”
记者 李志东 王疆瑜

在定边县安边镇白兴庄村
307国道的两侧，平坦广袤的土地
上，大面积耕种的玉米长势喜
人。在国道由西而东的右侧，还
建有一座蓄水池和沉淀池，池里
积满了水，池畔还有4座光伏阵
列，都为农田灌溉做好了准备。

“这里原来都是旱田耕作，所
以我们在这个村建了3座蓄水池，
总容积9700立方米，集雨补灌面
积达750亩。”定边县农业综合开
发中心副主任刘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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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脂县城郊镇

废弃宅基地 焕发新生机
通讯员 张玲玲

榆林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农行杯”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永远跟党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
景展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榆林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展示全
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
化，真实记录榆林干部群众“一心一意听
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生动实践，进一
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
的深厚感情，在全市范围内迅速营造起

“回顾党史百年辉煌，歌颂党的伟大成就”
的良好氛围，特举办“永远跟党走”——榆
林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农行
杯”摄影大赛。

一、主、承、协办单位

主办：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
中国农业银行榆林分行

承办：榆林传媒中心
协办：榆林市摄影家协会

二、征稿及时间安排

2021年 6月 16日至 12月 10日：宣
传，征集参赛作品并展览。

2021年12月11日至12月21日：评

委评审。
2021年12月30日：举行摄影大赛颁

奖晚会。

三、征稿主题

“永远跟党走”主题摄影大赛参赛作
品主要分三大类：新闻类、风光类、人文纪
实类。

内容要求：弘扬主旋律，传递社会正
能量，全面展示榆林农业农村、生态文明、
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
就，以及四季风光、人文资源、地域文化、
节庆活动等题材内容，全方位、多视角展
示榆林自然风光和人文生态环境，以凸显
人们幸福生活场景的优秀作品。

四、征稿对象

拍榆林、讲榆林故事的全国摄影爱
好者。

五、征稿要求

1.投稿作品必须反映榆林变化和风
土人情。单幅投稿不超5幅，组照投稿不

超4组（每组不超8幅）。作品须注明：县
（市、区）+作者姓名+作品名+手机号（如：
榆阳区+张三+《xxxx》+138139xxxxx）,
每幅作品不小于3M，器材不限；

2.投稿作品可进行简单后期编辑，如
调整曝光、对比度，但不得进行增减原始
画面、合成等操作；

3.图片投稿作品请勿加水印，均须保
留作品的原始EXIF信息以及RAW格式
原件，如因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发生纠纷，
无法提供保留原始EXIF信息等的文件
进行证明，赛事组委会有权取消作品获
奖资格；

4.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化名重复
投稿者不予评审；

5.投稿作品必须是2021年内拍摄。

六、权利声明

所有投稿作品必须弘扬正能量，拒收
非正能量作品。入展后的作品，一切有关
著作权、肖像权、隐私权、商标权等纠纷均
由投稿作者自负。主、承办单位拥有投稿
作品在活动期间的线上线下推广使用权，

不另行支付稿酬。

七、奖项设置

特等奖一名：26000元佳能5D相机
一台或同等价值奖品。

一等奖3名：每名8000元手机一部或
同等价值奖品。

二等奖6名：每名6000元手机一部或
同等价值奖品。

三等奖12名：每名3000元手机一部
或同等价值奖品。

优秀奖200名：每名550元大疆手机
云台一部或同等价值奖品。

以上奖品获得者不重复，同一作者获
奖作品以最高奖项为准，三等奖及以上奖
项获得者均颁发奖杯、奖品、证书，优秀奖
颁发奖品及证书。

八、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特邀著名摄影家、专家组
成评审团进行不记名评审。获奖名单正
式公布后，所有获奖作者须在5日内将
JPG或RAW原始文档提交到承办方。

九、投稿方式

邮 箱：214321524@qq.com
联系人：常旭峰 13909128283

延杨红 18591266288
请务必将参赛照片打包到同一个文

件夹，并以“县（市、区）+作者姓名+联系
方式+拍摄地点”命名并发送到指定邮
箱。信息不全的作品，组委会将不予以
评审。

十、颁奖展出

本次摄影大赛将在12月底举行颁奖
大会。对本次大赛获奖作品，将由组委
会统一制作布展，在中国农业银行榆林
分行、榆林传媒中心进行为期一周的展
览。为更好地传播本次大赛，同时进行
线上展览，所有入选、获奖作品将在榆林
日报、榆林网、榆林发布App等全媒体平
台刊发。

最终解释权归本次大赛组委会。
榆林传媒中心

2021年6月18日

农药残留超标治理
要动真格的
□乔金亮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底线，如果没有质量安全这个“1”，
产业发展再多的成绩都可能等于“0”。分期分批淘汰现存
的10种高毒农药，刻不容缓、意义重大。要迎难而上，守底
线、保安全，用心用力解决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尽快补上农
产品质量安全短板，努力让老百姓吃得安全放心。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七
部门联合启动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
年行动，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10 种高毒农药。笔者认
为，这一行动刻不容缓、意义重大。农残治理一小步，质
量安全一大步，现代农业进一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业产业安全和发展好
比是“1”和“0”的关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底线，如果没
有质量安全这个“1”，产业发展再多的成绩都可能等于

“0”。而如果能够筑牢这个“1”，再加上布局调优、结构
调新、方式调绿、链条调长等，那么产业发展的成效就会
十倍、百倍显现。

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
6年保持在97%以上，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但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上依然存
在。而农药残留超标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
过去长期想解决却没能解决好的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
老百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期望值更高，这意味着，哪怕只
有1%的问题也要尽100%的努力去解决。

因此，要迎难而上，守底线、保安全，用心用力解决
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尽快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短板，努
力让老百姓吃得安全放心。过去食品安全监管是“九龙
治水”，近年来已经集中在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两个部
门。今后，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一起发力，建
立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衔接机制，重点从农
资流通、农业生产、产品上市三个环节做文章。

控源头，加强农药管理，让农民“有药用”“有好药
用”。农药是农业的重要投入品，其质量好坏是影响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网络销售假劣农
资、游商小贩流动兜售等问题时有发生，既坑害了农民，
也给质量安全埋下隐患。要在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10
种高毒农药基础上，严格农药审批准入，加大质量监测
力度，重点监测隐性添加等问题；管控流通渠道，对限用
农药严格实施定点经营、实名购买、购销台账、溯源管
理，尤其要健全农药二维码追溯管理制度，让来源可追、
流向可查、使用有档。

抓生产，规范农药使用，落实“禁用药物不能用、常
规药物不乱用”。这是解决农药残留问题的一个关键。
首先要加强对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宣传教育，使其知
晓禁限用农药名录和用药安全间隔期、休药期制度规
定。更重要的是，应推动种植方式转变，调整区域布局，
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推进标准化生产，这是从总体上减
少农药使用的途径。鼓励有条件的规模经营主体应用
良好农业规范，实施风险关键点控制，电子化记录用药
情况，这是规范农药使用的现实途径。

盯上市，推进准出准入衔接，努力做到“不合格无上
市”。目前，全国正在全面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农业农村部门要督促涉及的每个生产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在加强自控自检的基础上开具合格证，做
到农产品产地带证上市。各地要健全监管网络，充实乡
镇监管站和村级协管员，为实现“乡镇有人管，村里有人
看”的监管体系全覆盖提供人力支撑，解决监管“最后一
公里”问题。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农药残留治理
亦如此。无论是抓生产还是控源头或是盯上市，目的都是
要让广大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认识到农残超标的弊端，享
受到农残达标的好处，从而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据《经济日报》）

农业大型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农业大型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 李志东李志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