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1年9月 日 星期二14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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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是东北“辣椒之乡”，每年进入9月，丰收的辣椒铺满乡村。图为宝国家庭农场工人正在挑选辣椒入库速冻。

邱会宁 范海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9 月 12 日，“2021 年第四
届中国生态农业可再生资源
循环发展暨现代农业机械行
业高峰论坛”在长春市农博
园举行。

本届论坛由省农业再生
资源商会主办，论坛以“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再生资源发展”
为主题，以“探索、交流生态
循环农业的新技术、新经验、
新方法、新形式、新构想、新
主张”为目的，分析影响我国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制
约因素，利用各地区生态资

源环境，探讨应对思路，促进
农民增收，区域农业生态循
环、可持续发展，为农业企业
家搭建交流平台。

来自国内的生态农业
机械专家、企业家、农业机械
经销商、国内农业机械知名
专家与学者，围绕解决生态
环境、优化产业结构、节约
农业资源、提高农业资源
产出效率，打造复合型生
态农业可再生资源循环发
展模块经营方式，实现长
远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
机统一等热点话题进行深
入研讨。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促进再生资源发展
中国生态农业再生资源循环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毕见波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九月通榆，秋意盎
然，硕果飘香，丰收在即。

9 月 6 日，由辽宁省农业
科学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主办，由通榆县新洋丰现
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东
北地区食用豆生产技术集成
与示范区建设”现场观摩会
在通榆县召开。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首席专
家任贵兴出席观摩会，来自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辽宁
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大学植
物科学学院、东北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成都大学等 10 多
所高校的30多名农业科研专
家以及示范区建设负责人、
示范种植户、3000 多农户参
加了观摩会。

“东北地区食用豆生产技
术集成与示范区建设”课题属
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杂粮产
业链一体化示范”项目，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首席专家任贵兴担任项目
首席，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负责课
题实施，由辽宁省农业科学
院、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通榆县农业
农村局、通榆县农业科学技
术推广站、通榆科技小院杂
粮杂豆现代农业协会、通榆
县新洋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示范区建设。课题
实施以来，课题组立足通榆
实际，克难攻坚开展课题研
究取得了预期成果，有力推动
了通榆绿豆种植业发展，为乡
村振兴增添了活力。

与会人员深入通榆“绿豆
专用品种筛选与良种高效繁
育技术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

“绿豆机械化轻简高效生产技
术优化与集成示范基地”“绿
豆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技术推
广与示范基地”实地踏查，示
范种植品种“领科 10”“辽绿
8”长势喜人。

专家介绍，这种采用二
年二圃制生产原种，利用种
子田隔离技术、田间选择技
术进行提纯复壮繁育的绿豆
新品种具有高抗逆、高产、抗
旱、耐盐碱、耐瘠薄等特点，
是专为东北地区特别是通榆
培育的适应高效新品种，在
大田种植中采用机械化栽
培、免间苗高效栽培、增施叶
面肥、覆膜滴灌栽培、连作障
碍防控、病虫害综合防治等

技术，产量比原来至少能提
高30%，按原来亩产200斤计
算，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后亩
产可增加 60 斤，按市场价每
市斤 6 元计算，每亩可增收
360 元，通榆绿豆每年种植
面积大约 50 万亩左右 ，仅
此一项通榆农业收入每年就
能增加1.8亿元左右。

专家表示，实施“东北地
区食用豆生产技术集成与示
范区建设”是落实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杂粮产业链一体
化示范”项目的开始，今后
要 紧 紧 围 绕 这 一 项 目 ，利
用 3 到 5 年时间，把通榆打
造 成 全 国 杂 粮 的 种 子“ 芯
片”硅谷，培育出更多的适
应高效杂粮新品种，助推全
国杂粮产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打造杂粮“芯片”推动产业发展
“东北地区食用豆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区建设”现场观摩会在通榆召开

本报讯 邱国强 报道 为推进省委、省
政府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服务乡村振
兴的重要政策措施，引导和发动全省各领
域技能人才，传承技艺，带动产业发展，促
进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全省首届乡村振兴
职业技能大赛9月8日在农安县合隆镇陈
家店村开幕。

本次大赛以“乡村振兴技能先行”为
主题，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乡
村振兴局主办，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长春市乡村振兴局、农安县政府承
办。大赛设置了砌筑工、汽车维修工、农
机修理工、电工、美发师、养老护理员、育
婴员、西式面点师、餐厅服务员、电子商务
师、中式烹调师（羊肉烘烤）等 11 个比赛
项目，来自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
口市共11个代表团171名选手、150名裁
判人员参赛。

大赛创造了三个“第一”，即我省第一
次举办乡村振兴领域的全省技能大赛，第
一次在乡村举办技能大赛，第一次采取社
会赞助为主的方式举办技能大赛。

大赛将实施四大奖励措施，获得各赛
项职工组前3名、学生组第1名的选手（含
指导专家），经省人社厅核准后，直接授予
吉林省技术能手称号；二是省人社厅指定
有关技能人才第三方评价机构为符合条
件的选手破格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各赛
项前3名选手（含指导专家），晋升技师职
业技能等级，已有技师职业技能等级或职
业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第4-10名选手
（含指导专家），晋升高级工职业技能等
级，已有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或职业资格
的不再晋升；三是为获奖选手的指导专家
颁发优秀指导专家获奖证书；四是颁发优
秀组织单位及优秀组织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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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不高，一头短发，脸庞白
皙，一副圆边眼镜。透过镜片，目光
清澈，充满真诚与智慧。刚见面，她略
带腼腆，像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可谈
起稻米产业，就像专家侃侃而谈……
这是9月12日，记者在长春农博会见
到舒兰市金星精制米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总经理孟佳宁时的场景。

孟佳宁，29 岁，舒兰水曲柳镇
人。2014年，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后，
在天津及北京工作。为完成父母心
愿，更好地建设家乡，2017 年，她放
弃了在北京蒸蒸日上的事业返回家
乡，接手了父母的稻米产业，开启了
返乡创业的“稻香之旅”。

拥有北京稳定、高薪又体面的
工作，却转身回到东北，从头开始，
到底图个啥？孟佳宁返乡创业，并
未得到相恋多年男友的理解，两人
黯然分手……回到水曲柳镇后，佳
宁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
加之面对一个全新产业，她熬过了

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那是个秋日
的清晨，恰逢收割，孟佳宁站在有机
大米的实验田前，一望无际的稻浪
翻滚，它们历经风雨，最终孕育成
熟。“广多”大米正摇曳身姿，开启一
段新征程，那一刻，她被这震撼人心
的收割场景治愈了。

“在我幼时，父母就选择了这个
行业，舒兰大米伴我成长。如今，推
广舒兰大米需要更多像我一样的返
乡大学生，带着在大城市摸爬滚打
的经验，把舒兰大米推广到更远的
地方。”孟佳宁向记者吐露了创业的
初衷。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孟佳宁不
断学习稻米种植、生产加工及销售
等相关知识，一边在浙江大学EMBA
课程学习市场营销方面知识，一边
扎根田间地头，躬身实践。

“创业之初，最大的压力就是稻
米行业的同质化严重。舒兰大米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山好水好技术
好，地理位置优越，但这些并未被消
费者熟知。这两年来，我们积极经
营金星米业的有机大米试验田，力
争将舒兰大米优势发挥到极致。”面
对稻米市场的激烈竞争，孟佳宁定
位精准，思路清晰。

稻花香、长粒香、秋田小町、糯
米、杂粮……公司主打的“广多 ”系
列品牌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走上百
姓餐桌。孟佳宁也先后荣获“舒兰
市最美乡村建设者”“最美乡村奋斗
者”“丰收节十佳农民双创明星”等
称号。

为了拓宽市场，孟佳宁利用网
络平台，将舒兰“广多”大米进驻淘
宝、天猫等平台，并于2018年进驻天
猫超市。 2019年，她又与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公司网络主播合作，创下
了 1 小时销售万袋大米的佳绩。初
获战果，孟佳宁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在她的带领下，公司产品不断
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建、
杭州等地，并在北京、上海组建舒兰
大米品牌经销场所。“广多”名片愈
发闪亮，深受消费者青睐。

“现在公司已与美团优选、多多
买菜等社区平台达成长期稳定合
作；产品已进驻亚泰、新天地及新世
纪等长春大型连锁超市，并与200多
家饭店和两家大型配餐公司合作。
这次参展农博会，又与多家公司达
成合作意向……”

“目前，我们正深耕长春市场。
未来，要以长春为城市模板，陆续向
南挺进。以城市为单位，深耕当地
市场，让更多人了解、认可‘广多’。
公司计划与农业科研人员合作，争
取培育出更多优质的稻米品种，让
舒兰大米迸发出青春与活力，让热
爱生活的人通过舒兰大米，尝到三
餐之美。”谈到企业未来的发展，孟
佳宁信心满满。

年轻的“追梦人”
——孟佳宁返乡创业开启“稻香之旅”

□ 本报记者 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