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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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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南县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为目标，大力实施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市民休闲健身创造良好环

境。图为正在建设中的湿地公园。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张燕莉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9月8日，我省玉
米品字形高产高效集成技
术现场会在松原召开，来自
省内外的 30 多家农业产业
化企业、400 多名合作社负
责人、200 多名种植大户以
及十几名农业专家出席了
本次会议。

据了解，玉米品字形栽
培技术是我省多位农业专
家通过多年多地推广试验,
在大垄双行、宽窄行、双埯
四株不等距的栽培技术等
传统的玉米栽培技术的基
础上，创新的一种玉米栽培
新技术。通过合理密植最

大化的实现肥、气、热、光的
高效利用，同时配备梯度施
肥和断式施肥法，全营养充
分及分配，全面解决传统玉
米种植过程中由于植株过
密产生的营养匮乏、早衰
肥、空秆率高等诸多问题，
同时提高了玉米抗病、抗
旱、抗涝、抗倒伏的能使种
植出来的玉米果穗均匀、籽
粒饱满品质好，同时提高玉
米的产量增产20%以上。

如今，种植区域已覆盖
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
古自治区。种植面积累计
达到 500 万亩之多,增产玉
米10亿斤以上，增收七八亿

元,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社会增效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与会专家表示，相较于
传统玉米种植技术，品字形
种植技术优势明显。常规
种植方式，每公顷玉米保苗
4－6万株，品字型种植每公
顷保苗6－8万株，平均每公
顷增加株数 30%左右；品字
型玉米种植模式，同等条件
下，玉米植株叶面积指数增
加了 0.5，光合作用效果更
好，增加干物质积累，干物
质提高了 10%；品字形玉米
种植模式，垄上双行，行距
40 厘米，垄与垄之间距离

80－100 厘米，单元四株摆
放。穴与穴之间近距离 17
厘米，远距离 68 厘米，这种
模式，通风带增宽，通风透
光性增强，提高地温，促早
熟；品字型玉米种植模式垄
面 宽 ，配 合 梯 度 施 肥 方
法 ，提 高 了 化 肥 利 用 率 ，
减少水土流失，蓄水保肥
能 力 增 强 。 具 有 抗 旱 耐
涝性，保证了植物在每个
生 长 期 所 需 的 养 分 。 由
于通风效果好，用品字形
玉 米 栽 培 的 玉 米 植 株 根
系 发 达 ，抗 倒 伏 、果 穗 均
匀 、籽 粒饱满，容重高，粮
质好。

玉米品字形高产高效集成技术现场会召开

本报讯 缪友银报道 9月
7日至8日，今年第10号台风

“海神”过境我省，造成多地不
同程度受灾。9 月 8 日下午，
在北京参加完公务活动后，省
委书记巴音朝鲁马不停蹄直
奔机场，赶往受灾严重的延边
州，连夜调度全省防灾减灾工
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奋战
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实地
检查指导防灾减灾工作。他
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的
位置，发扬顽强拼搏、连续作
战优良作风，善始善终、慎终
如始做好防台防汛工作。

一下飞机，巴音朝鲁首先
赶到延边州应急管理局指挥
中心，主持召开全省防灾减灾
视频会议，调度防灾减灾工
作。在认真听取延边州各县
市以及全省应对台风“海神”
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巴音
朝鲁指出，尽管台风“海神”
总体风力不大、降雨比较缓
和，但与之前的“巴威”“美莎
克”连续影响我省，叠加效应
明显。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
紧压实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时
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科学
精准调度，务必把灾害影响
降到最低，确保全省安全度
汛。

全省防灾减灾视频会议
结束后，巴音朝鲁又顶风冒
雨，连夜来到汪清县201省道
绥东线，仔细察看损毁桥梁抢
修情况。8 日凌晨图们江上
游暴涨的河水冲毁了绥东线
97公里处的两处桥梁。接到
险情后，汪清县交通局、建设
局等部门第一时间组织 120
人的抢险队开展紧急抢修。
冒着绵绵细雨，巴音朝鲁亲切
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抢修人员，
仔细询问抢修措施和进度。
在看到损毁路段已经可以通
车时，巴音朝鲁给予肯定，他
叮嘱抢险队要在保证施工安
全的前提下，继续发扬快速反
应、协同作战、能打硬仗的优

良作风，迅速抢修道路交通、
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

随后，巴音朝鲁来到汪清
县东光镇满河村白岩屯。这
里地势低洼，来势汹汹的暴雨
冲走了当地农户种植的木耳
菌袋，给农户带来重大经济损
失。巴音朝鲁蹚着积水察看
灾情，向当地干部群众详细询
问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救灾
措施等情况，鼓励受灾群众坚
定信心，迅速开展生产自救。
他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和当地
党委、政府要始终把人民群众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站在受
灾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开

展工作，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减少经济损失，
特别是要做细贫困户核灾工
作，防止出现因灾致贫、因灾
返贫。

调研中，巴音朝鲁强调，
抓好防灾减灾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头等大事，各级党委、政
府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迅速组织群众开展生产
自救。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
基层、下沉一线，实地了解群
众受灾情况，指导地方切实抓
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努力把
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强
监测，进一步加强对各类河
道、水库、堤防、山体以及水毁
房屋、低洼地带和重点设施的

实时监测，重点防御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以及
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
质灾害。有关部门要及时抢
修受损的道路、电力、通信等
基础设施，做好受损房屋的隐
患排查、修复重建，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抓
紧核实受灾情况和受灾程
度，安置好受灾群众，确保
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
响。要全力开展抗灾自救，
尽快组织广大农民根据农
田地势开沟排水，组织农业
专家对受灾地块做出科学评
估，对积水较重、排水困难、茎
秆折断的玉米地块，要指导农
民抓紧抢收。

巴音朝鲁在延边州检查指导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

发扬顽强拼搏连续作战优良作风
善始善终慎终如始做好防台防汛工作

本报讯 丁晓云 张力军
报道 针对近期我省连续遭受
台风袭击，造成玉米等主要
农作物倒伏情况，省农业农
村厅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出
台《倒伏农作物实施机械收
割技术方案》，指导各地提前
做好收获农机具改进准备，
科学推进农作物机械收获，
减少粮食收获损失。

《方案》指出，可以对收
割机进行改装。为使在收获
倒伏作物时提高作业效率和
减少收获损失，应对割台部
位进行改装，加长扶禾器（可
机收倒伏倾角在10度以上作
物），按照垄距匹配割台，提
高倒伏作物喂入的流畅性。

对收割机零部件进行调
整。主要做法是，将收割机
风量尽可能调大，有利于降
低倒伏状况下作物霉变的可
能性；调整好脱粒滚筒的转

速和凹板间隙等，避免过度
揉搓，有利于吹散水分，提高
倒伏作物收获清洁度；适当
调整辊式扶禾器、链式辅助
喂入装置、拨指式辅助喂入
装置，提高倒伏作物喂入的
流畅性。

改进收割作业方式方
法。作业时根据作物倒伏方
向，采取逆向收割方式，有利
作物秸秆喂入和减少掉棒
（穗）损失。考虑到倒伏作物
的湿度一定会超出其正常生
长状态，因此，降低行走速
度，使之与喂入和脱粒速度
相协调，有利于达到最优的
作业状态，防止堵塞等现象
发生。

合理选择作业时间段。
尽量等到露水消退后再进行
收获，作业时间选择最好为
上午9点之后进行，减少茎叶
中的水分进入籽粒当中。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制定方案——

对倒伏农作物机械收割技术进行指导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今年以来，为不断优化服
务质量，提升营商环境水平，长白县深入开展“只跑一
次”“一网通办”改革，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政务服务，真
心实意当好各类市场主体的“娘家人”。

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立足本部门职责，实行便利化
服务方式，加快推进“网上办理”“预约办理”服务模式，
引导企业、群众通过“吉林省政务服务网”，采取审批事
项网上申报等方式办理业务，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快
捷网上服务。对确需到政务大厅办理的业务，引导办事
企业、群众有效利用网上预约、微信预约及电话预约等
方式，预约时窗口工作人员要一次性告知办事手续、材
料、流程、时间，合理统筹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分时段、分
批次安排办事人员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

推进审批制度改革。2020年初制定《长白朝鲜族自
治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梳理涉及县
发改局等12个单位的4个阶段83项行政审批事项，及18
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并行办理事项，初步建立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框架，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及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各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部门单
位实行并联审批、联合验收，并按照规定时限完成审批，
工改服务窗口负责统一收件出证。压缩工程建设审批各
流程审批时限，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至81
个工作日以内。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行“个转企”工作，建立
长白县“个转企”培育库，目前培育对象已经发展到 43
户，形成“个转企”回访单，不定期对“个转企”企业进行回
访。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1户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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