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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县坚持农业稳县、建设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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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这个字横亘在永和农业发展的道路
上，只有跨越它，才能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靠天吃饭”——这个词是常被永和百姓提及
的词，它已经成了数代永和百姓的心结，只有破解
它，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稳县。

“我们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于落后。”永和县
委书记高永贤的一句话点明了永和县发展的客观
现实，但一句“不甘落后”是这个山区县无数党员
干部想要为县城谋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永和县提出要“建设有
机旱作农业‘示范县’”。这句话为永和县农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但怎么建、如何建？

一粒种 一棵树 一片田

“我这玉米咋不行啦？”“种高粱能咋？”“‘晋糯
三号’是个啥？”……永和县益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药海军心里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心里
没谱，犹豫。但不想过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加上
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工作，我寻思试试，最
差能差到哪里去，大不了再把玉米种回来！”

试种三年后，药海军乐开了花。“2018年的时
候，每斤玉米价格是0.8元到0.9元，亩产七八百斤，
每斤高粱价格是1.3元，亩产1000多斤，种一亩地高
粱等于种两亩地玉米，我看这‘晋糯三号’，行！”

试种了三年，推广了三年，玉米、高粱种植的
小杂粮种植模式终于在永和推广开来。永和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终于放下了心：“所谓不破不立，
观念的转变很重要，要让老百姓对这片田地有信
心，对自己有信心。我觉得这粒种子更像是一颗埋
进老百姓心里的种子。”

苹果树是永和的致富树，也是存活率较高的
旱地果树。但近几年，这“一棵树”的发展却遇到了
瓶颈。

“种不活、种不好、种不了。”永和县农业农村
局负责人一句话概括了永和县苹果种植的问题，

“山区县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种果树既是技术
活又是体力活，这些人想要种果树，怎么办呢？”

“规模小、品类多、发展慢。”华龙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永红道出了自身企业发展的痛
点，“空有一身技术，空有满手专业，没有空间施
展，怎么成呢？”

两个问题一合计，问题变成了答案，你有种植
苹果树的意愿，我有种植苹果树的能力，强强联
合，各取所需。

按照“培育一个产业，带动一片基地，搞活一
地市场，致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思路，华龙果业一
头连着果农的小康，一头连着市民的健康，为果农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本着示范带动
的作用，在全县5个适应苹果生长的乡镇，建成苹
果种植基地 881亩：桑壁镇 501亩、坡头乡均庄村
360亩、芝河镇红花沟村 20亩，其中挂果面积达
300亩，年产优质苹果 1000余吨，产值可达 500万
元。主要销往北京、广州、成都、南宁等城市。

公司以苹果标准化全产业链服务为导向，严
格按照“六统一”，即统一生产技术规程、统一产品
质量标准、统一环境监测方法、统一施肥用药方
案、统一销售服务策略、统一管理制度的管理要
求，所生产的苹果果实个大、果形正，色泽鲜艳红
润，外表光滑细腻，口味酸甜适口。

为全面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功能，公司采用“公
司+基地+果农”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科技管
护、农资补助、订单农业、劳务用工、主体带动、收
益分红等办法，带动全县果农增收致富。

“这是果树托管的一种模式，企业办事，农民
数钱，尽可能让老百姓利益最大化。”永和县农业
农村局负责人说，“目前这种模式的接受程度也相
当高。”

在永和采访期间，记者不止一次听人提及“北
方梯田”。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壮美的大梯田。令人
惊讶的是，这片梯田曾经是一片坡地。从 2010年
开始，永和县政府响应国家“坡改梯”政策，对坡头
乡、芝河镇的12个村委44个自然村的土坡进行整
治，总面积达 309 平方公里。经
过 综 合 治 理 ，机 修 梯 田
67300 亩，造林 13.4 万
亩，坝滩联治 5000
亩，维修道路 90公
里。这么巨大的工
作量在 2015 年最
终修建完成，并且
因为整改范围大、
效果好，形

成了独特的农业经济林产业格局。尤其芝河源头
精品农业园区，变坡地为梯田，保留了最完整的北
方梯田农耕文化，成为全国“坡改梯”示范点。

未来可期，不久后，永和梯田将被打造成传统
耕作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的典型，成为一座弥足
珍贵、不可移动的活态文物遗产宝库。

农林牧果 相辅又相成

“嘟嘟嘟……嘀嘀嘀……”在农闲时，永和县
田间地头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秸秆打捆机在
不停“劳作”着，每间隔 10米，就会有一捆秸秆完
成打捆。

“整个过程像‘母鸡下蛋’。”永和县农经中心
主任田华形容得惟妙惟肖，“你可不要小看这一捆
一捆秸秆，到了农民手里，那都是宝！”

永和县海拔高，通风好，光照足，有发展养殖
业的天然优势，但是很多养殖户面临着饲料不足
的情况，永和县宏祥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宏
就深有体会。

“往年的草料不够吃，外地回购增加了成本，
一吨草料要七八百元，自从去年实行农业生产托
管后，永和县的秸秆得到了充分利用，养殖户不
愁饲料了，我们经过粉碎、除尘、过滤后就可以用
来喂养牲口，一吨饲料可以减少一半成本。”李宏
说，“秸秆处理一直是农村的一个问题，现在农业
托管以后，一亩地的秸秆能卖差不多200元，谁还
舍得烧？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就能变废
为宝。”

李宏的合作社饲养了 40余头夏洛莱大母牛，
牛的食料以秸秆为主。苦于草料等生产成本过高，
养殖规模发展较慢。“如果养殖规模扩大，还需要
购买更多草料。”李宏说，“随着农、林、牧、果良性
循环、互为促进的发展路径的探索，在本地就可以
回收大量玉米秸秆，既避免了群众焚烧秸秆造成
的环境污染和火灾隐患，还减少了草料成本，对养
殖业发展非常有利。”

在果树种植行业，秸秆也成了“香饽饽”。“当
年能保湿保温，来年能用作肥料，将来还可以调节
土地的微生物含量，是非常好的肥料。”李永红介
绍，“经过一年的观测，我们发现秸秆肥料中含有
作物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是补充耕地有机质的
主要来源，对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土壤肥力作用显著。”

变废为宝的不止秸秆，养殖业产生的动物粪
便，也成为农业种植的有机肥料。“养鸡场今年安
装了粪污一体化处理设备，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一
个人就能操控设备，节省了人力，处理后的粪便成
了肥料，一吨可以卖 800到 900元，这又增加了养
殖场的收入。”永和县春红养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穆春红说，“虽然这一套设备前期投入高，但后期
效益好，可以实现长远发展。”

一环扣一环，一环接一环。永和县通过秸秆
粉碎、深耕、旋耕等机械运作，实现了秸秆还田、
培肥地力。通过秸秆打捆作业，解决了当地饲草
供应不足的问题，推广了林果树下秸秆覆盖，不
仅能调温、保墒、抑草，还可以改土、增肥，恢复和
增加地力。通过粪污处理一体化设备建设，为农
作物提供了充足的肥料，实现了养殖业与种植业
的循环利用。永和县初步形成了农、林、牧、果高
效农业循环经济。这是增加农民和农业收入、振
兴现代农业的一条具有特色而又优质高效的现
代农业发展之路。

农业托管 发力正当时

永和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地分散、条块
地多，实施农业生产工作的难度很大。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正视困难，积极创新，探索出了“智慧监
管+循环经济”的农业生产托管“永和模式”，为当
地和周边县市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山区地域特色的
农业生产托管发展之路。

“原来一到春种秋收的季节就发愁，一是孩
子们都出去务工了，家里没有劳动
力；二是土地分散，全是条块地，机
械作业的师傅不愿意干。”芝河镇后
桑壁村村民马金生说，“多亏了县
里实施的农业生产托管，现在种
地不仅省力、省时，而且还省钱!”

54岁的马金生是土生土长
的后桑壁村人，家有60亩土地，

由于劳动力少等原因，“曾
考虑让别人种，如果没
人种就得荒着。”让他没
想到的是，农业生产托
管解了他的心头忧愁。

永和县坚持把农

业生产托管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初步形
成了“一个平台来监管，两个结合促发展，三个统
一保成效，四个环节提质量”的“智慧监管+循环经
济”农业生产托管“永和模式”。

为了解决永和农业生产托管存在的问题，县
托管办工作人员与各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因地制
宜，实施了“智慧监管平台”项目，通过该平台解决
了“统计核实困难”“条块土地耕种面积难以估算”

“托管主体与农民容易产生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土地耕作的有效数据会自动传输到电脑平

台上，我们根据实际数据结算专项补助。”县托管
办主任刘新莲指着不断增长的数据介绍，“如果没
有这个智慧监管平台，我们开展农业生产托管工
作的难度非常大。”

智慧监管平台的实施，提高了农业生产托管
的成效。该平台利用卫星定位技术、传感器识别技
术、无线传输技术、作业信息自动采集、综合计算
方法等，随时通过 PC客户端或手机APP，对合作
社所有驾驶员的作业详细情况，进行全程监测。目
前，永和县已在200台作业机械上安装GPS定位系
统，安装作业模块478个，可全程监控机械作业地
块范围、有效面积、作业轨迹等，并同步管理平台
传回相关数据。

“我们可以在后台对自动生成的深耕、旋耕、
机播、施药、机收、秸秆粉碎捆草等相关数据进行
实时查看、监测、统计等，既保证了补助资金拨付
的准确无误，又避免了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各类
矛盾，同时提升了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管理水平
和工作效率。”刘新莲介绍，智慧监管平台的实施
彻底改变了过去依靠人力对农机作业进行丈量统
计，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状况，对推动全县传统
农业向精准农业的转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农业生产托管，要靠“龙头”带。这个“龙头”是
新型农民，是龙头企业。决定托管服务优不优既要
看带头人行不行，又要看龙头企业强不强。

永和县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过程中，永和
县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开遴选，成为永和
县农业生产托管5家合作社之一。

“我家的耕地大多都是坡地，耕种困难，外出
务工照顾不了家，在家种地遇到天旱收入又不
高，多亏了县里开展的农业生产托管。”刘家圪崂
村村民白立平介绍，“县里实施农业生产托管项
目后，中标的合作社需要招聘并签约一批农机
手，由于爱钻研、肯动脑筋，有驾驶经验的我被聘
到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了一名农机手，农
忙时耕地种田，农闲时在农机公司免费学习修理
技术。”

白立平成为农机手后，工作一天会得到 200
元的报酬，不仅耕种了自己的农田，还能从合作社
获得额外收入。

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后，不仅节省了众多
托管农户的劳动力，推进了山区农作物种植机械
化，大大降低了百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产
出，还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白立平的转型是永和新型农民成长的缩影，
一批正在成长中的新型农民将投身永和农业生产
托管的大军中，为永和县农业转型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

如今在永和，越来越多的种植农户种地“不走
寻常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农业生产托管
托出了永和县勃勃生机的大农业，托出了永和农
业转型的“艳阳天”。

“有机旱作是山西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
山西少雨缺水，保护生态、节水发展是农业的必由
之路。要坚持走有机旱作农业的路子，完善有机旱
作农业技术体系，使有机旱作农业成为我国现代
农业的重要品牌。”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期间的重要讲话犹在耳畔，
永和县委、县政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农业稳
县、建设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

“农业生产托管试点工作可以有效解决农户
和贫困户打工、种地‘两头跑’‘两不保’‘增收难’
问题。”永和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景宁说，“我们要
为全省提供农业生产托管永和样板，继续打造有
机旱作农业‘示范县’。”

围绕既定目标，积小胜为大胜。永和县有机旱
作农业“示范县”正一步步从蓝图跃然现实……

建设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牢牢抓住全省
大力实施有机旱作农业有利契机，以园区化发展
为载体、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农业农村改革为牵
引，走出一条产业高效、产品优质、绿色发展的农
业现代化路径。全面规划建设经济林、特色养殖、
种植业三大特色产业园区，扩大规模效应。深入实
施有机旱作八大工程，今年将重点打造一个省级
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区。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模式，力争完成 10万亩农业生产托管任务，着
力解决易地搬迁户、外出务工人员“两头跑”问题，
实现分散农户与集约化发展的有机衔接，探索山
区县农业生产托管模式。

农业发展新亮点

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春耕春播忙春耕春播忙。。

秸秆捆草秸秆捆草，，变废为宝变废为宝。。

永和梯田永和梯田，，风景如画风景如画。。

标准作业标准作业，，科学播种科学播种。。

秸秆覆盖秸秆覆盖，，花开如期花开如期。。

生产托管生产托管，，精耕细作精耕细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