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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智能育苗棚
三个让人没想到
自动喷水头、电磁
阀、探 测 器 …… 近 日 ，笔
者走进南川区鸣玉镇金
光村二社的育苗基地，乍
一看一排排整齐的育苗
大棚没啥特别，可基地老
板周孝敬介绍的一长串
高科技名词就让大伙连
呼“没想到”：没想到这个
距南川城区 20 多公里的
地方，有这么“科技味”十
足的智能大棚。
走进这个由 18 个大
棚组成的育苗基地，笔者
一行很快又大吃一惊：倘
大的一片大棚地，却只有
周孝敬一个人在管理。
他一边悠闲地在大棚里
巡视，一边介绍着情况。
更让笔者没想到的
是 ，棚 里 育 的 不 仅 有 柚
子、血橙、三角梅等常见
的 花 果 苗 木 ，还 有 迷 迭
香、钙果、金银花等药苗。

“这 18 个大棚全部采用智能
化系统，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管
理，至少节约 10 个劳动力。”周孝
敬介绍说。
随后，他将智能大棚里里外
外“科普”了一遍：入口处，安装
的是电磁阀。当温度不够时，自
动阀门将打开、升温，当温度过
高时，
它自动控制喷水降温；
棚壁上挂的是探测器，它主
要监测大棚里基质和环境的温
度、湿度、水雾等，并自动反馈到
控制室的主机上。如果某项指
标不达标，它会自动开机补充；
吊在空中的是自动喷水头，
它有 4 组出水孔，可实现 24 小时
自动喷水浇灌；
而地里的基质也不寻常，主
要成分是泥炭、珍珠岩、蛭石等，
它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吸水
性……
“总的来说，智能大棚比人
为操作更精准、高效和及时。”他
说，这些设备看起来复杂，实际
上非常简单，所有指标都在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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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余台农机将获补贴

大大缩短育苗时间

智能大棚更精准更高效

美编

江津

制室的一台主机上全部显示出
来。如果系统出现故障，还会自
动报警，一点不用担心。
“ 我只需
要时不时查看一下就能轻松搞
定，
这就是现代农业的魅力。
”

在智能大棚移苗。

春

农村版

笔者在主控制室看到，这里
有一台主机显示器和各棚分显
示器，上面清楚显示了基质、叶
片的等温度和湿度，以及是否需
要补光、降温、浇水等信息。
据了解，该系统是从浙江省
丽水市农科院引进的植物工厂
智能控制系统，费用为 12 万余
元。它通过全程智能控制，可实
现 1 个月快速育苗，大大缩短了
育苗时间。比如，迷迭香只需用
4 至 5 厘米的枝条扦插，1 年可扦
插繁育 10 次，每次 1 个大棚可繁
育 10 万株，1 年就可繁育 100 多
万 株 ，俨 然 就 像 一 个“ 植 物 工
厂”
。

“买农机有补贴，让我们在
田间地头，生产有赚头、生活有
盼头。”日前，江津区吴滩镇天
罡星农业公司的负责人古仕文
对笔者说，如今自主购机、直补
到卡，非常方便。
据了解，
像老古这样享受到
农机补贴的，
在江津区还有数百
农户。目前，
今年该区首批农机
购置补贴共 70 万元即将发放，
补贴各类农机 620 余台（套）。
据了解，按照我市农机购
置补贴的规定，江津区的补贴
机具种类主要包括整地机械、
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
等 13 个大类、27 个小类、48 个
品目，一律实行“自主购机、定
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

直补到卡（户）”的操作方式。
去年以来，
该区农机购置补
贴最大的变化是补贴过程实现
了去经销商化，
补贴申请信息录
入由以前的农机经销商代办变
为由各镇农业服务中心受理录
入。补贴系统会自动将各镇街
审核通过的补贴相关信息，
实时
链接到全区农机购置补贴信息
公开专栏（http://61.128.225:
88/JiangQu），
进行网上公示。
此外，该区还强化了农机
购置补贴的监督检查，对是否
明码标价、是否具备“三包”服
务能力等进行重点检查，并通
过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购
机者的权益。
特约通讯员 曹成

巫山曲尺乡

脆李盛花期 管护更精细

移栽成活率在九成以上
提起迷迭香，可能很多人还
不太熟悉。这种原产欧洲和非洲
的香草植物，每年开两次花，有
蓝、粉、紫、白等多种颜色，
会散发
出浓浓的香味。其花和叶子能提
取抗氧化剂和迷迭香精油，广泛
用于医药、油炸食品等保鲜保质
和香料、
空气清新剂等。
据介绍，该育苗基地现已育
出第一批迷迭香和钙果苗木上
百万株，全部移栽至基地，成活
率在 90%以上。目前，该基地根
据市场需求，正在繁育金银花、
李子、蔷薇等 10 余个品种的药果
花苗，满足南川产业发展的供苗
需求，降低农民的购苗成本。
文/通讯员 刘敏
图/通讯员 甘昊旻

曲尺果园安装的太阳能灭虫灯。

日前，巫山县曲尺乡成了
李花的海洋，果农们顾不上欣
赏，抢抓管护黄金期，疏花、施
肥，确保今年的脆李获得产量
与价格的
“双高丰收”。
曲尺乡有着三峡最美花果
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乡发展
脆李两万亩，有 1.3 万亩进入丰
产期。这段时间正是脆李盛花
期，漫山遍野都是李花，白得轻
盈，美得醉人，成为长江岸边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咱们巫山脆李个大味甜，
被评为中华名果，曲尺乡成为
全国李子生产基地之一，科技
管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乡党
委副书记、乡长贾继猛介绍说，

每年乡里都要组织种李大户和
基层干部参加区林业、农业部
门的多期技术培训，让大家学
会了脆李的整地、栽培、施肥、
修枝、疏花和病虫害防治等全
套技术。去年全乡累计种植脆
李两万亩，年产量 1.5 万吨，实
现产值 1.5 亿元，创历史新高。
今春以来，曲尺乡果农已
对脆李进行刷白、除草、松地、
修枝、施肥等管护两次以上，这
段时间正对李树进行精准疏
花。
“ 抹掉密的、弱的、小的、晚
的花，保留早的、壮的、匀称的，
这样才能确保果大、果匀，产量
高、均价高。”
贾继猛说。
文/图 通讯员 唐探峰

梁平

建成首个农村中学科技馆

近日，合川区南津街街道临渡村二组，
村民们正在水田里为稻田育秧铺盖薄膜。
通讯员 刘亚春 摄

“最速降线”
“双曲线槽”
备等展品涵盖了光学、力学、运
“激光竖琴”……近日，笔者走
动学、数学等多个学科。其中
进梁平区礼让初级中学的科技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声驻波”
馆，这里的 30 多名学生正在上 “美丽的辉光”
“锥体上滚”等 20
综合实践课，各种有趣的科技
多件互动科普仪器。
小设备让他们大开眼界。
“修建这样的农村中学科
据介绍，在市、区科协的支
技馆，主要是加强农村学生的
持下，总投资约 30 万元的礼让
科普力度，增加对科技课、科技
中学科技馆于今年 2 月建成、投
知识的兴趣。”梁平区科协青少
入使用。作为全市建成的 6 个
年科技活动负责人罗友超表
农村中学科技馆之一，这里的
示。
科普展品、错觉画、教学实验设
通讯员 张常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