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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
首批新品“渝菊”卖到新加坡

近日，新品菊花“渝菊”在云阳堰坪镇高
新村试种成功并获得丰收，首批采摘的“渝
菊”还将远销新加坡。

“渝菊”原种由西南大学专家从山东引
进，云阳县晚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今年春末
在高新和中升两个村试种了150亩，秋初迎
来开花期。公司负责人冉秀清介绍，“渝菊”
抗旱，病虫害少，植株矮，花蕾多，比其它品
种每株要多几十粒，一亩可以多采收一百多
斤。

除了产量高，能提前两个月采收上市是
“渝菊”的另一大优势，因此其胎菊价格比其
他品种高出15元/公斤以上。今年5月，新
加坡的客户签订了250万元的订单。

晚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明年将扩大“渝
菊”种植规模，推广至泥溪、龙角等乡镇，发展

“渝菊”2000亩，并进一步完善菊花系列产业
链体系，把它做成重庆农产品的一张名片。

云阳融媒体中心 陈小娅 曾麒麟

万盛：
农民领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日前万盛经开区关坝镇8个村4802户
农民领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66.42万元。

由于长期使用化肥，导致土地变得越来
越贫瘠，土地肥力也越来越差。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政策出台后，鼓励农民将秸秆就地进
行填埋，增加土地的营养和肥力。这样，进
行土地耕种的时候，有利于增产增收。进行
秸秆填埋还避免了焚烧导致的环境污染问
题。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对象为拥有耕地承
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鼓励承包了耕地的农
民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主动保护耕地地力，提
高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自觉促进耕地质
量提升，从而实现藏粮于地的目标。

万盛经开区财政局、农林局工作人员近
段时间就持续深入村社访农户或在田间地头
与种地农民直接见面，核实农户种地面积、补
贴金额和银行打款情况，确保补贴发放工作
流程严格规范、补贴对象真实客观。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杨玉生 黎开维

铜梁：
农村公路系上“安全带”

9月2日上午，在铜梁区双山镇喻新村一
段公路上，施工人员正在查看钢质护栏安保
设施的安装质量，蜿蜒的公路上，转弯和临岩
靠水的地方还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识。

双山镇坡高沟深，部分村在海拔500多
米的仙隐山、掌印山上，公路弯多坡大，转弯
和临岩临坎处存在安全隐患。当地有关部门
在所有路段安装了钢质护栏，为群众的安全
出行系上了“安全带”。

铜梁先后启动农村四好路和社级泥结石
公路硬化工程，实现了村村社社通水泥公路
的目标。与此同时，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在全区28个镇街存在安
全隐患的农村公路边坡危岩、交叉路口、不良
线型、急弯陡坡和临水路段实施了安保工程，
总里程达到350多公里，并配套设置了标志
线、广角镜、标志牌等等安防设施，逐步消除
了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提高了公路安全防护
水平。

铜梁区交通局还将坚持建养并重，加
强安防设施维护，全面提升农村公路技术
状况和服务水平，让群众家门口的公路安
全、通畅。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綦江白庙村：
红心猕猴桃采摘正当时

近日，綦江区文龙街道白庙村美连来红
心猕猴桃基地的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美连来红心猕猴桃基地种植有300多亩
红心猕猴桃，果实酸甜适中、水分充足、维C
含量极高，预计今年产量有90吨。入园采摘
价格为20元/斤，采摘时间将持续至9月下
旬。

联系人：蒋先生；电话：13708365388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合川渭沱镇：
蜜本南瓜热卖

近日，合川区渭沱镇六角村2000亩蜜本
南瓜丰收。

渭沱镇发展蜜本南瓜种植已有10多年，
年产量达2300吨，是当地村民增收的“金瓜
瓜”。蜜本南瓜的皮橙黄色，果肉橙红色，质
粉细腻、味甜，很受市场欢迎。

当前，六角村蜜本南瓜正在火热销售中，
批发价格600—800元/吨，欢迎采购。

联系人：李洪恩；电话：15923055829
合川融媒体中心 屈尧

难点一：
土地界限的打破让村民

普遍存在顾虑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村民们普遍不愿
意将土地拿出来，是制约宜机化改造推进的最
大阻力。

永川区是我市唯一的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
机械化示范区县，其机械化率达到70%，基本赶
上全国平均水平，而仙龙镇是其示范推广点之
一，推进较为迅速。

“其中的曲折，摆上几天都摆不完。”永川区
仙龙镇大石坝村党总支书记艾明伟感叹。去年
春天，大石坝村的土地还是零零碎碎，大机器根
本就下不了田。村里要搞宜机化改造，这样的
立地条件可不行。

怎么办？开村民会动员呗！
但事实证明艾明伟想得简单了——村民大

会上刚说明意图，就被群起而攻之，“我们本身
就不愿意把地拿出来，你还要把地的界限打破，
那我们以后啷个分得清？”

没办法，只有各个击破，挨个登门算细账。
艾明伟来到了棠坪湾村民小组村民杨代荣的家
里，刚进门就被一句话噎住了，“我那个地，你莫
想了……”

杨代荣今年58岁，因为有点厨艺，所以主
业是承包村里的红白喜事，在家里的六七亩地
上下的功夫并不大。艾明伟原以为从他这里突
破，不想他的态度也很坚决。

“你担心的是啥？”艾明伟耐住性子问。
“就担心界限遭抹平了，以后我连我的地在

哪都不晓得，和别人扯不清。”
“不是换发了土地证吗？那上面标得很清

楚。”艾明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现在只种
了1/3的地，而且也没啥利润，土地拿出来后有
流转费、务工、分红等几份收入，你自己算算？”

就这样来回拉锯了个把月后，包括杨代荣
等在内的村民们终于同意拿出土地，大石坝村
乃至仙龙镇的宜机化改造工作得以顺利铺开。

市农业农村委农机化处是宜机化改造的主
要业务处室，该处一级调研员胡腊全坦言，村民
们普遍担心入股后会打破地界，减少原有土地
面积，以致分红时吃亏。“这就需要村社干部非
常得力才行，一是带头把土地拿出来；二是要做
好产业规划，土地拿出来后种植什么要提前想
好；三是要通过改制，如引能人、推股改、促联营
等，让丘陵山地农业产业发展呈现新气象，让改
土带来效益。”他建议。

难点二：
资金偏少导致区县推动

步调差异大

资金偏少、补助偏低则是宜机化改造顺利
推进的另一大掣肘。

资料显示，宜机化改造分为互联互通、缓
坡化改造、水平梯田、旱地梯台等类型，其补
助标准为每亩1000元至2000元不等，经营户
宜机化改造的积极性不强。

市政府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把农田宜机化
改造作为改善农机作业基础条件、推动农机化
后发跨越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其中，从2021年起每年安排2亿元对其
进行专项支持。

我市要在2025年使全市的宜机化面积达
到1000万亩，目前还差300万亩，如按照2000
元/亩的标准计算，则需要60亿元，而每年2亿
元、5年10亿元的资金总量，无论如何都是不够
的。

这就导致了补助标准偏低和需
要区县业主自筹等问题。

区县财政的不均衡，造
成了宜机化改造推广上的
不平衡。比如渝北区，
就由政府财政统一出
资，以8000元/亩的标
准对土地进行宜机化
改造，这个标准相当
高，因此该区的推进
也十分迅速。渝北区
大盛镇青龙村党总支
书记黄志的记事本上，
这样记录着“青龙速
度”：2月6日，宜机化改
造启动；3月20日，完成宜
机化改造 500 亩，柑橘种植
200 亩；5 月底，完成柑橘种植
500亩……但在一些“吃饭财政”的区
县，并没有这一配套资金，需要业主自筹，而新
型经营主体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宜机化
改造的推广。

“平均一亩改造成本要四五千元，扣除政
府补助，改造1000多亩土地，企业需自筹资金
300多万元。”重庆邦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蒋绍福说，农业本来就见效慢，在农田建设
上又砸下重金，无疑会增加经营者的经济压
力。

解决之策是整合其他项目的资金。市政府
在相关文件中表述道，将宜机化摆在高标准农
田建设标准首位，并与土地治理、三峡后续扶
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
目相结合，共同发力推进宜机化改造。

全国农机化“土专家”、重庆圆桂农机股份
合作社理事长周元贵认为，应整合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资金，在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再进行宜
机化改造，这样花费较少，能相应减少业主的资
金压力。

他还建议，应通过政策扶持，大力发展粮油
大户和合作组织，让他们成为土地宜机化的主
力军。“目前，水稻亩产值约为1400元，减去机
械费等成本后，每亩利润约300元。如果政府
能适当提高大户补贴让其利润更高，相信还是
有不少人愿意多流转和承包土地，从而助推规

模经营和宜机化。”

难点三：
“宜机化”到“机械化”还

有距离

记者还发现，就全市而言，宜机化改造确实
让土地耕作成本节约了20%以上，使机械化效
率提高了20%以上，同时增加了约2%的土地面
积，但即使是已整治的地块，也有一部分因为种
种因素没有实现全程机械化。

上个月，杨代荣打了10天工，
工钱1200元，而像他这样在地

里打零工的还有10来人。
这让他有点疑惑：“不是
说全程机械化了吗？”

同样疑惑的还
有渝北区大盛镇青
龙村72岁的村民
叶善芳：“当初，村
里把地拿走时说
得好好的，以后
下地这些活路就
由机器代劳了，没
想到现在除草施肥
还是要我们这些老

婆子。”
“机器当然比人工

的效率高，只是现在的农
机还不能完全适应生产的需

求。”搞了一辈子农机推广的周
元贵坦言，自己小时候推磨子，一小时才

能打几斤面粉，但后来用上了简易的电机，一
小时就能打200斤。后来，自家的地里用上了
微耕机，虽然把耕牛的成本解决了，但是推这
么重的机器在田坎里来回耕作，一天下来人累
得不行，“所以，过去我们叫以机适地，现在则
是改地适机，在丘陵山区，与经济作物、特色作
物相适用的农机具并不多，研发和推广都有个
过程。”

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已经开始了探索。比如
说，青龙村专门组建了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服务队，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提高田间管理的
机械化水平。39岁的姜波是服务队的一员，原
本是钢结构架子工的他，通过一年多的磨练，已
能熟练操作承重式割草机、履带式喷雾机等。

“我们在村里干活拿的是每月3700元的固定工
资，但同时也承接外面的业务，这时就有一些额
外收入。”他说，“以开旋耕机为例，每天能额外
得到100多元。”

但放眼全市，这样的队伍毕竟是少数。就
宜机化工作而言，不管是本身的推进力度还是
农机的研发与推广，亦或是相关人员技术和技
能的培训等方面，这条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的宜机化之路，都还需要攻克许多难关，行稳
致远。

“鸡窝地”如何变身“聚宝盆”
———重庆土地宜机化改造调查—重庆土地宜机化改造调查

□本报记者 颜安

金秋时节，巴山渝水间水稻机收

大幕缓缓拉开，沃野千里，一片繁忙。

农业现代化，重要衡量标准是机

械化，而对以坡耕地为主的重庆来

说，土地进行宜机化改造尤显重要。

“十三五”期间，我市率先在全国

探索推进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

截至2020年底，全市有32个区县实

施示范改造项目585个，直接及带动

改造面积达78万亩，建成了一批万

亩级规模化农业生产示范基地，走在

了全国丘陵山区省份前列。可以说，

宜机化改造已成为我市农业转型升

级的突出标志和靓丽“名片”。

但是，重庆山高坡陡、土地零碎，

先天条件的制约导致我市主要农作

物的机械化水平仅有52%，仍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在“十四五”期间迎难

而上，山城重庆的宜机化改造还需要

克服哪些难题？近日，重庆日报记者

在相关部门和区县进行了采访调研。

本报讯（记者 颜安）近日，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力争新增宜机化面积 300 余万亩，至
2025年使全市宜机化总面积达到1000万亩。

市农机推广总站条件建设科科长、全国农田
宜机化改造专家敖方源介绍，我市宜机化改造以

“两个100%”为目标：100%的地块、机器能穿梭自
如，100%的作物、机械操作能及”。具体来说，就
是连片成规模推进，让农田地块小并大、短并长、
陡变缓、弯变直，还要实现互联互通。

从目前取得的成效看，农田宜机化改造助
推了主要农作物以及特色经济作物的全程、全
面机械化，优化了农机装备结构。全市耕、种、
收的全流程农机化率，由“十二五”初期的26%，
增加到了“十三五”末的52%。

他表示，宜机化改造带来的三大作用。一
是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造前，我
市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面积比率是66∶34，如
今已调整到60∶40，其中，特色产业总面积达到

了1248亩；其次，增加了复种指数、增强了地力，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再次，推动了土地流
转，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利用效率，发
展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此外，我市农田宜机
化改造技术还获评“2020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
技术成果”“中国十大农机化适用技术”等荣誉。

正因如此，“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加大农田
宜机化改造力度，按照“宜田则田、宜土则土”的
原则，大力实施土地平整工作，鼓励“旱改水”，
并将尽快出台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收益分配使
用政策，确保新增耕地指标收益用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

敖方源建议，应结合国家全面实施的乡村
振兴建设战略，围绕产业发展，加强涉农资金整
合，增加农田宜机化改造的投入渠道；同时，加
大农田宜机化改造后的机具研发推广，在“改地
适机”和“改机适地”双向发力，引导科研单位和
企业研发推广特色作物生产需要的高效农机，
增加特色农机具供给。

重庆“十四五”宜机化面积预计新增300余万亩

▲

88月月1212日日，，永川区张家镇永川区张家镇，，农机在农机在
经过宜机化改造后的地块收割稻谷经过宜机化改造后的地块收割稻谷。。

记者记者 郑宇郑宇 实习生实习生 杨涵杨涵 摄摄/
视觉重庆

▲9月1日，梁平区铁门乡水稻种植
基地，收割机作业，既省时又省力，效率
很高。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99 月月 33 日日，，北碚区柳荫镇东升北碚区柳荫镇东升
村村，，工人工人驾驶挖掘机驾驶挖掘机对对丘陵地进行丘陵地进行
宜机化改造宜机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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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永川
区仙龙镇，金宝山村、太
平桥村改造后的土地连
成一万多亩，打造出万
亩级全程机械化农田示
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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