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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优质中稻栽培示范片增产

近日，巴南区“优质中稻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项目”通过市级专家现场测产验收，实现亩均增
产34.9%。

位于石龙镇大连村奇龙咀社优质中稻栽培
示范片，种植了优质中稻“宜香优2115”等品
种，重点示范推广简易机栽、测土配方施肥、秸
秆粉碎还田、病虫害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和机防
机收等技术。

专家组现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块田块
进行机械实收测产，通过测面积、称重、去水分
等方法测出水稻产量，其中上等田块815.73公
斤/亩，中等田块 660.51 公斤/亩，下等田块
565.81公斤/亩。按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
验收办法》，该示范片机械实收平均产量680.4
公斤/亩（机收损失率3.5%），较大面积（平均
504.54公斤/亩）增产34.9%。

据了解，巴南区2022年建立水稻单产提升
攻关“百千万”示范片，其中市级万亩示范片1
个，区级千亩示范片1个，镇级百亩示范片11
个，带动全区21.6万亩水稻生产方式由传统生
产方式向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方式转变，提升水
稻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江津：
产业奖补提振农民生产信心

“以往吃不完的菜只能烂在地里，现在政府
帮忙卖，还发额外补助，明年我还要多种点菜！”
近日，江津区嘉平镇铜鼓村脱贫户程德光拉着
村书记程昌海的手，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今年初，嘉平镇积极协助铜鼓村申报“嘉里
果蔬”社区配送建设项目，收购农产品后卖出，
解决全镇农产品销路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群众
的种养信心。

同时，嘉平镇还采取“规模种植+规模养
殖+销售补贴”新型奖补模式，由铜鼓村集体经
济组织牵头实施，规模种植糯玉米，养殖绿壳蛋
鸡，统一收购销售，将到户产业奖补资金补贴在
农户销售末端。截至目前，全镇到户产业奖补
资金共计发放23.77万元，涉及脱贫户348户。

据悉，“嘉里果蔬”社区配送建设项目与到
户产业奖补的实施，预计能带动全镇脱贫户年
均增收2000余元，为铜鼓村村集体增加每年
10万余元收入。

江津融媒体中心 江波 张光强

潼南：
探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机械化技术

近日，在潼南区太安镇太平村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基地，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
一次性完成了摘穗、剥皮、脱粒等工序，转眼间，
一茬茬的玉米秆就变成青肥撒在田间。

带状复合种植与传统种植相比，农作物产
量更高，玉米田间套种大豆可实现优势互补，利
用两种作物的高度差距，实现利用土地空间、透
风透光、保水遮阳等多种优势功效，从而达到作
物协同共生、一季双收的效果。

太安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文春来介绍，今
年3月下旬开展大豆玉米一体化机械播种施
肥，4月上旬开展无人机施药，从前期开展旱地
宜机化改造到近期收获，农业专家都全程进行
培训指导。

据介绍，潼南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已
实现分段收割，此前已全面收割了大豆，这次重
点进行玉米机收。全面探索丘陵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实现机械化的可行性，探索在不增加
耕地的情况下，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
季大豆”。

该区创新探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
化生产技术，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耕收，不仅解决
了人工成本问题，而且能够兼顾玉米和大豆的
产量，提高耕种效益。

潼南融媒体中心 李彦亭 刘莉

铜梁：
培训乡土网红推介农特产品

近日，铜梁区委网信办组织开展乡土网红
培训，鼓励乡土网红沿着“正、善、美”的路径，推
介好铜梁农特产品，让短视频创作和网络直播
成为“新农活”，成为助农增收的重要帮手。

铜梁区委积极构建“乡土网红驿站”等联动
体系，定期组织开展培训、经验交流及户外采风
活动。目前，铜梁已有近百位乡土网红主播活
跃在各个镇街，在线直播就达800余场次，观看
量500余万人次，销售额100余万元。

今年以来，铜梁将乡土网红培育工程与“一
镇一主题”乡村节会相结合，加大乡土网红流量
转化为助力乡村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力度，
通过他们各种风格的短视频宣传和带动当地农
产品的销售。

铜梁融媒体中心 李慧敏

区县动态

提高再生稻产量提高再生稻产量

““吨粮田吨粮田””不是梦不是梦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记者手记》》

多管齐下抓好再生稻
水稻是我市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

积980余万亩。我市属双季稻不足、一季稻有
余的地区，适合推广再生稻。

上世纪80年代，有农民自发地在头季中稻
的稻桩上蓄留发展再生稻。由于省工、省种、省
肥、节水，稻米品质也好，这种方式很快推广开
来。

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市再生稻蓄留面
积不断萎缩，2006 年仅有几十万亩，目前只有
部分区县发展再生稻。2021 年全市蓄留再生
稻92.3万亩，其中，开州、江津、铜梁、永川等重
点区县蓄留 81.8 万亩，平均亩产 136.18 公斤。
今年4月，我市召开再生稻生产专题会，提出再
生稻常年面积稳定在100万亩的生产计划。

按亩产平均136公斤计算，100万亩再生稻可
收获约1.3亿公斤粮食，按每人每天消耗1公斤粮
食计算，3400万重庆人可吃近4天。推广再生稻，
对人均耕地少的重庆来说，有重要意义。

因此，重庆明确提出要把再生稻当作一季
庄稼来种，并把它作为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重
要措施。然而，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要把再生稻
当作一季庄稼来种，各地还需要做好以下四方
面工作：

首先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各地应安排
相应的专项资金，抓好再生稻等晚秋粮食生
产。比如，开州区今年的蓄留面积为10万亩，
当地将蓄留再生稻纳入种粮直补，给予每亩80
元的蓄留补贴。同时，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和
肥料，采取“五统一”（统一品种、统一培训、统一
技术、统一施肥、统一防控）方式，提高老百姓蓄
留再生稻的积极性。

其次是要挖掘各地蓄留再生稻的潜力。当
前一些有条件的区县再生稻蓄留比例不足五成，
要大力推广轻简高效的栽培技术，提高肥料利用
率，让老百姓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增产增收。

第三是要调优品种。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
蓄留再生稻，市农科院、高等院校要不断强化新
品种筛选，选育一些生育期适宜的强再生力品
种，通过向良种要产量。

最后是要打造品牌，通过品牌提升再生稻
的效益。比如开州成功打造了“开州再生稻”区
域公共品牌，通过标识、包装让再生稻变得更有
商品属性。目前，大足、江津、铜梁授权使用其
品牌，抱团发展再生稻，如今再生稻优质米的零
售价达到了10-15元/公斤，当地农民蓄留再生
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记者 赵伟平)

9月5日，中稻收获一个月后，永川
区临江镇普安村三社种粮大户黄泽兵
家的稻田又迎来了一片绿意盎然：“只
要天公作美，一亩田还能收300多斤再
生稻，加上归仓的1400多斤中稻，离亩
产一吨的目标又近了一步！”黄泽兵有
些自豪地说。

再生稻是头季水稻收割后，稻桩重
新发苗、长穗、抽穗，新成熟的水稻。换
句话讲，即是种一茬水稻收获两次，它
被我市农民形象地称为“抱孙谷”。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市逐步推广再生
稻，它与半旱式栽培、稻田养鱼曾被誉
为重庆“农业三绝”。

近年来，我市把再生稻作为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鼓励农
民把再生稻当作一季庄稼来种，坚决守
住守好粮食安全的底线。

眼下正值再生稻生长管护的关键
期，各地正抢抓农时灌水、施肥。要实
现“吨粮梦”，再生稻种植还有哪些问题
亟待解决？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深入田
间地头进行调查采访。

解决灌溉问题——

让再生稻不再“喊渴”

黄泽兵从事水稻种植有14年了，蓄
留再生稻也有10个年头。看着今年的
稻桩长出新绿，黄泽兵比往年更兴奋：

“40℃的高温能发芽着实不容易。”前段
时间连晴高温，从8月5日起中稻就提
前开镰，好在收割当天下了小雨，部分
稻桩得到及时滋润，才成功蓄留了100
亩再生稻。

再生稻对海拔、气候、稻田水分等
要求较高，适合在水稻生长“一季有余、
两季不足”的地区推广。重庆海拔300
米以下的浅丘区域的水稻在8月中旬收
割完后，利用秋季的温光资源发展再生
稻，气候不成问题，关键看是否有充足
的灌溉水源。

黄泽兵的经验是，中稻收割后及时
灌满浅水，稻桩第二天就能发芽。今年
他好不容易蓄留了100亩，其他田块的
稻桩则被晒干了。

位于大足区宝兴镇的大足丰禾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华彬的蓄留情
况也不理想。

“1200亩水稻，800多亩受了灾，哪
还有条件蓄留再生稻。”面对记者的询
问，张华彬无奈地说。

张华彬去年蓄留再生稻 400 多
亩。今年由于中稻播晚了20多天，水
稻杨花时正好赶上高温干旱。张华彬

十分懊悔：“要是能早点播种，中稻或
许能躲过高温伏旱，蓄留再生稻就不
成问题。”

看着干枯的稻田，张华彬很心痛，
为挽回损失，他也曾想过“借水”来灌溉
稻田：“黄桥村、虎形村上游毗邻玉摊水
库，离水稻基地六七公里远，水源不成
问题，但要购买水泵、水管等设备，太不
划算；要是每天租用洒水车来灌溉，几
百元一车只能浇三四亩地，杯水车薪
啊。”他只能望水兴叹。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袁德胜介绍，
今年的高温干旱天气无疑暴露了我市
农业灌溉设施的短板。目前，全市有山
坪塘、饮水池万余口，由于部分灌溉设
施年久失修，存在漏水、池底泥沙淤积
等情况。同时，水稻主产区灌溉保障率
只有50%左右，头季稻收割后，很多稻
田不能及时灌溉，再生芽萌发少，有些
错过萌发季节，基本就是绝收了。

为解决再生稻的灌溉水源问题，
市区两级已积极行动——市级层面，
准备掀起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百
日大会战，同时，加快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建设，为粮油生产保驾护航；
区县也在行动：大足区水利局第一时
间对全区的山坪塘、蓄水池进行了摸
排整改，投入一定资金修建配套的提
灌站和水渠；北碚区正筹划冬春水利
大会战，对全区近 3000口山坪塘、水
泵站进行排查整修。

改进机收技术——

减少机收带来的损失

黄泽兵、张华彬因灌溉水源不足而
伤神，开州区竹溪镇平溪村村民曾云清
的烦恼却来自水稻机收。

68岁的曾云清种有 5亩水稻，其
中有3亩蓄留再生稻。2015年当地推
行水稻机收，“机收省时、省力、省钱，
好处自不必说，但收割机会直接压损
部分稻桩，影响再生芽萌发与生长。”
曾云清说，“以前中稻收了后施点肥还
能多收 300多斤水稻，但最近产量一
年不如一年。”

机收中稻会导致再生稻减产20—
30%，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怎么解决？

“人工收割保证了稻桩的发芽率，
但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突出。”曾云清
举例说，一亩再生稻能增收600元左右，
而人工收获一亩水稻的成本约需500—
600元，而机收仅需150—180元，降低
收获成本与蓄留再生稻的矛盾十分明
显。无奈，曾云清今年的再生稻面积缩

减到1.5亩。
机收对再生稻蓄留造成的影响，在

各地都有体现：
璧山区水稻机收面积达95%。“一

般来说，机收过后，有不少稻桩很难发
芽。”该区农技站一位负责人说，中稻机
收时容易把再生芽碾死，很难抽穗。

永川区去年蓄留的10万亩再生稻
中，有近40%被收割机压倒，再生芽没
能生起来。

针对机收影响再生稻蓄留的难题，
我市已着手研究农机与农艺配套的问
题。“比如在稻田中预留碾压行，可以降
低收割机对稻桩的碾压损失率，促进再
生稻正常萌发，进而实现再生稻的稳产
增产。”市农业农村委粮油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

同时，要加强再生稻机收专用机型
的引进和改造，降低机收碾压率，从而
提高生产水平，使再生稻真正成为一季
稳定的作物，力争使平均亩产从150公
斤提升到200公斤以上。

加强田间管理——

提高再生稻产量

再生稻不需要育秧、移栽，那是不
是意味着不需要精细化管理了？

开州种植户韦先恩与大足种植户
张华彬对再生稻生产采取了不同的管
理模式，收成有明显差距！

76岁的韦先恩是开州区竹溪镇竹
溪村五社的农民，早在2002年，他种植
的再生稻产量就达586.5公斤，创下了
同纬度地区的世界纪录。去年，通过市
区两级专家现场测产，韦先恩牵头种植
的示范田，中稻和再生稻两季亩产达
1019.36公斤，成功实现了“吨粮田”目
标。

“再生稻产量提高，关键在于精
耕细作。”韦先恩说，他搞了30多年的
再生稻，摸索总结出一套标准：4 月
10日左右中稻必须移栽，8月10日中
稻完成收割，再生稻才能成功躲过伏
旱；中稻收割前一周和再生稻发芽后
一周，需增施 10公斤的有机肥，补充
营养……

韦先恩的这套再生稻种植技术标
准，已经在开州竹溪、中和、临江等11个
乡镇、街道推广。在他的带领下，当地
已建设优质再生稻绿色高质高效核心
示范片一万亩。

相反，张华彬的管理则比较粗放。
他的合作社水稻基地有1200亩，年

收获水稻60多万公斤。有一年收完中
稻后没多久，稻桩就发了芽，他施过一
次肥，当年亩产约为中稻的六分之一。
由于产量不高，后来他就放弃管理，任
其野蛮生长，能收到多少是多少。“归根
结底还是自己没好好管理。”张华彬有
些不好意思。

市农技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再生稻跟中稻相比更为娇贵，如果头季
稻播晚了，再生稻在开花期遇到低温，
就会影响结实；头季稻的栽秧密度、施
肥管理、稻田水分管理、留桩高度不合
理，也会影响再生稻产量。

接下来，我市将全面推广水稻适
度密植、追施粒芽肥、病虫害绿色综合
防控等高产集成技术，进一步提升水
稻再生能力。此外，还将整合科研院
所、高校等科技力量进行协作攻关，开
展再生稻专用品种选育和区域布局研
究，筛选再生力强、两季兼顾、抗逆性
和适应性好的再生稻主导品种。同
时，通过大力推广轻简高效的栽培技
术，提高肥料利用率和蓄留积极性，
让农户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增产
增收。

▲9月2日，开州区中和镇白水村再生稻示
范片，稻谷结实良好。

通讯员 邹哨兵 摄/视觉重庆

▲9月2日，开州区农业农村委技术人员（右一）指导再生稻种植户调配药剂，确保
增产增收。

通讯员 邹哨兵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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