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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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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麦浪滚，今年麦
熟分外香。7 月 16 日，伴随着
轰隆隆的马达声，数十辆大型
收割机开进洮南圣一金地生物
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结构调整示
范基地，号称“种在冰碴里的高
筋麦王”——何氏冰麦一号开
镰收割，由此拉开了洮南小麦
开镰收割序幕。

从2015年开始，洮南一直
以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吉林
省西部发展规划、洮南市农业
发展规划为导向，立足草牧业，
坚持“粮改饲”，力争创建中国
最优质的饲草和粮食生产基

地。
7 月 16 日，在省农科院生

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郝东云博士
的技术支持下，圣一公司种植
的7000余亩小冰麦喜获丰收，
开镰收割。

“何氏冰麦一号”是上世纪
80 年代由东北师范大学郝水
院士和何孟元教授夫妇合作，
利用生物技术将生存于内蒙古
阿尔山地域的野生天兰冰草与
北方优质春麦杂交选育而成的
系列春麦品种，被国家农业部
列为国家优质小麦品种，并定
为加工优质面包小麦品种，荣

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在
全国第二届小麦面粉质量鉴定
会上，与世界顶尖的加拿大西
部春麦和美国北部春麦对决，
其蛋白质含量和湿面筋值均远
超对手。

2019 年，吉林省万拓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又以“小冰麦32
号”为背景，以追寻原始小冰麦
的优良品质为原则，精心选育
出新一代高筋小冰麦品种“何
氏冰麦1号”，并通过吉林省品
种审定。依托新型小冰麦独特
的品质、北纬45°独特的生态
区种植模式、小冰麦早春无农

药自然生长和现代面粉加工技
术，开发了“粒粒金”小冰麦及
其无添加原麦面粉系列产品。

同时，洮南市依托圣一公
司建成占地5万平方米的粮食
加工厂，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
气动面粉生产设备，生产粒粒
金冰小麦面粉、燕麦、小米等杂
粮杂豆有机食品，加工能力达
2 万多吨。新建冷库，粮食烘
干设备，为扩大小冰麦产品深
加工，新建面条生产线，进一步
对小冰麦燕麦进行深加工，新
上膳食纤维加工设备。

（下转06版）

洮南：又是一年麦收时
□ 邱会宁 范海辉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7
月 25 日晚，伴随着《我爱你中国》
的激昂旋律，精彩纷呈，励人奋进
的“吉林 22℃的夏天梅河口消夏
避暑节——消夏在梅河文艺晚
会”在山水广场激情上演。

近年来，梅河口市干部群众
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
刺”的工作干劲，扎实推进“三三
四四五五”战略布局，全力以赴抓
招商、上项目、兴产业、惠民生，现
代化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
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科学发展、
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在经济
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全市上
下科学研判、积极应对，在全面落
实六稳六保工作部署、快速复工
复产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城市、乡村得以迅速恢复原有
的生机和活力。现在，活力、幸
福、宜居、宜游已成为梅河口市的
代名词。

19 时 30 分，一段炫酷科技感

十足的《链接未来》拉开了晚会的
序幕。著名歌手平安刚一登台，
便引来全场的欢呼声，他满怀深
情演唱了《我爱你中国》，犹如“天
籁的回响”，博得阵阵喝彩；“环保
歌者”博缔组合表演的《天边》，独
具草原地域特色；著名演员郑颖
娟献上《一杯美酒》，倾情演唱
令人沉醉；舞蹈《夏日狂潮》激
情澎湃，燃爆全场；乐器演奏家
姜旭表演的《盛世欢歌》，点亮了
魅力梅城的星空，为人们带来阵
阵清爽……

在晚会现场，人们一边欣赏
精彩演艺，一边品味“梅河精酿”
的经典味道，感受梅河口的夏日
激情。一个多小时的晚会精彩纷
呈、高潮迭起。

据了解，“吉林 22℃的夏天”
梅河口消夏避暑节将不断推出各
类特色主题活动，活动内容将通
过“梅河口发布”微信公众号及时
发布。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梅河口消夏避暑节文艺晚会精彩纷呈

珲春市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优势，大力发展朝鲜
族民俗游、边境游、农家乐休闲游，并通过“党支部+公
司+农户”的模式，全面开发特色农业和旅游业项目。图
为在敬信镇防川村“东方第一村”朝鲜族古村落中，党员
志愿者向游客介绍旅游线路。 李正变/摄

盛夏时节，松辽大地，满目葱
翠，到处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
出，今年夏粮丰收大局已定，秋粮要
争取有好的收成。吉林要把保障粮
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
造更多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
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嘱托和期
望，在我省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作者
中引发强烈反响。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保护性耕
作、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不断应用，
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正兴起新的耕作
方式，玉米产量更稳、更高，粮食安
全更有保障。全省粮食产量连续 7
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去年粮食总
产量达到 775.6亿斤，增产 49亿斤，
增产量占全国 41.2%，居全国第一
位。

再次来到这片充满牵挂的黑土
地，总书记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到我
省产粮大县梨树了解粮食生产情

况。曾两次向总书记汇报工作的省
农业农村厅厅长张凤春激动地说，

“总书记这次来吉林考察，第一站就
选择查看黑土地上粮食生产情况，
并作出重要指示，作为一名农业农
村工作者，我受到巨大鼓舞，增添了
无穷力量，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
同时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据今
年定位观测，全省主要农作物的长
势较好，玉米、水稻、大豆的株高较
去年同期更高，长势也是近5年来的
最好水平，粮食作物的保苗率达到
96.06%，较去年多2.06个百分点，具
备夺取丰收的基础。”他说，下一步，
要加强后期的田间管理，做好防灾
减灾工作，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和
病虫害防治工作，尤其是防治可能
发生的危害较大的草地贪夜蛾。目
前，全省增设了 5.5万套监测设备，
在 13个县市区增设了 69套高空杀
虫灯、高空虫情预报灯，现在还没有
发现虫情，将持续观测，为夺取粮食
丰收提供安全保障。他告诉记者，
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我省在即将到
来的“十四五”期间，粮食产量将再
上一个台阶，达到年产800亿斤的水
平。

“总书记来我省考察调研，让我
们很振奋、很激动。”对于确保粮食
产量和安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优
化种植结构，松原市市长于强信心
满满。“今年，松原市农作物播种面
积 1849万亩，种植结构呈现‘一稳、
两减、三增’的特点。水稻面积基本
保持稳定，高粱、花生面积减幅较
大，玉米、马铃薯、小麦增幅较大，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 53.15万亩，预计可
增产粮食6.4亿斤，能够为保障全省
乃至全国粮食安全、保价稳供作出
积极贡献。另外，松原市棚菜种植
面积扩大到3.6万亩，鼓励各类畜禽
养殖主体扩大产能，1至 5月累计外
调蔬菜 100吨、生猪 19.4万头、猪肉
4000吨。”

“总书记到咱省考察，作为从事
农业种植的人来说，我感觉身上充
满了干劲。”舒兰市七里乡吉兰家庭

农场负责人姜涛学习了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水稻种植大户的
他感到特别自豪，“我要认真学习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粮食种得
更好，不但要端牢咱们自己的饭碗，
还要让米饭香甜可口；保护好黑土
地，让咱们的千里沃野稻花持续飘
香。下一阶段，吉兰家庭农场计划
将稻田‘连片’，‘小池子’整合为‘大
池子’，这样不但增加了水稻的有效
种植面积，也便于大型农机操作，打
造高标准农田，发挥农田在生产、生
态、景观方面的综合功能，实现农业
生产和生态保护相协调。”

在了解农业科技研发利用、黑
土地保护情况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
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
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
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农业有奔头，农民有甜头，农
村有看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
我更加坚定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的发展方向。近年来，榆树市持续
加大科技投入，让农业插上‘科技’
翅膀。通过作物秸秆覆盖地表，减
少风蚀水蚀，提高土壤肥力；利用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技术，全市 420
万 亩 玉 米 田 基 本 不 施 入 化 学 农
药防治害虫；加大米豆轮作的推
广力度，大豆茬是最好的养地茬，
通过推广该项技术可有效减少化
肥农药的施入，也可达到土地用养
结合目的……”谈起如何通过农业
现代化手段保障粮食安全，榆树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郎晓峰娓娓道
来。

“种好地，让总书记放心！”长春
市双阳区种粮大户尹殿伟对未来满
怀信心。他表示，在今后的生产过
程中，要将科技化、现代化手段融入
农业生产，不断增加土地面积规模
化经营，做好“梨树模式”推广，提高
特色玉米产量和品质，保护好黑土
地，使之永续利用，同时，努力发挥
带头带动作用，带领乡亲们致富增
收。

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期间的重要指示，为我省粮食生产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信心，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作者表
示，一定不负嘱托——

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吉林力量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冯超

本报讯 张晓霞 李旭
王灵玲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7 月 27 日开始，我省大部
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中部
和南部部分地方出现暴
雨。全省气象部门抢抓有
利天气过程全力以赴实施
大规模空地联合人工增雨
作业。

东北区域中心协调区
域内飞机对长岭、双辽、四
平、辽源、公主岭地区进行
增雨作业，作业时长 4 小
时，催化剂用量子焰弹400
枚，机载烟条 24 根。地面
增雨作业同步开展，松原、
四平、白城、吉林、长春、辽
源、白山、延边地区开展增
雨作业，发射火箭弹 188
枚，发射炮弹 70 发；四平、
通化地区开展防雹作业，
发射炮弹 375 发。截至 7

月 29 日 8 时，全省平均降
雨量7.5毫米，14站过程降
雨量超过 50 毫米，117 站
过程降雨量为 25.0－49.9
毫米。

据介绍，为抢抓近期
关键期的有利天气时机，
全力实施空地一体化人工
增雨作业，省气象局协调
东北区域内 3 架增雨飞机
根据天气条件和需求支援
我省开展飞机增雨作业。
省人影部门加密制作《地
面 人 影 作 业 条 件 分 析
报》，统筹调度全省作业装
备开展地面增雨作业。全
省各级人影部门严阵以
待，昼夜兼程，在空管部门
通力配合下，一场通力合
作、密集调度的增雨集群作
业，为全省抗旱保粮食安全
提供了有力的气象保障。

我省开展空地联合人工增雨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