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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
的农牧区，大
兴安岭南麓片
区脱贫攻坚关
键要大力发展
特色优势农牧
业，实现产业
扶贫。

地方动态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地处大兴安岭中段和松嫩
平原西北部，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和平原为主，是
典型的农牧区，农牧业是其特色优势产业。同时，该
片区也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新一
轮扶贫攻坚战主战场。

日前，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
部际联席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召开。数据显
示，截至 2015 年底，片区贫困人口比 2011 年下降
54.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484 元。但片区 19 个
县中仍有 13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5%，脱贫攻坚任务
依然十分艰巨。

“作为典型的农牧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脱贫
攻坚关键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牧业，实现产业扶
贫。”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表示。

片区扶贫攻坚成为主要方式

资料显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总面积 11.2 万平
方公里，少数民族人口近 1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左右，区域范围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
区纳入集中连片特别困难地区 19 个县（市、旗）。

根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确定了包括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在内的 14 个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所副研究员高明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片区扶贫攻坚成为新一轮扶贫攻坚
的主要方式。

据介绍，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农牧业特别是粮食
生产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中 19 个片区县（市、
旗）中有 16 个被列入《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
力规划（2009-2020 年）》。

2012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扶贫办、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通知》提出，将大兴安岭南
麓片区建设成为重要商品粮和畜产品生产加工
基地。

农业部也于 2013 年初颁发了《大兴安岭南麓
片区农牧业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以下简称

《规划》），旨在强化片区发展指导，加快优势特色农
牧业发展。

牧业是广大贫困地区的基础产业，是农牧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作为《规划》的主持人，高明杰向记者
表示，加快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农牧业发展，符合广大
农牧民求发展、盼富裕的热切愿望，是持续增加大兴
安岭南麓片区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吉林省白城市农科院副院长郭来春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属于
农牧交错带，商品粮和畜牧业具有传统优势。

记者了解到的就有杂粮、杂豆、葵花、红辣椒、亚
麻、蓖麻、万寿菊、甜叶菊等特色产业，其发展快速、
效益逐步显现，已经成为优化农牧业结构、促进农牧
业增效的新动力。

挖掘“名优特”区域产业

上述会议明确提出，各地区要突出产业扶贫，发
展草食畜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但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也发现，有些地区缺少特色优势产业。

科尔沁右翼前旗（以下简称科右前旗）是隶属内
蒙古兴安盟的一个旗，也是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范围
内的地区之一。目前，科右前旗有 91 个嘎查村被列
为重点贫困嘎查村，占嘎查村总数的 38%。

“没啥优势产业，按部就班地种植玉米、大豆，养
殖牛羊。”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科右前旗
一嘎查村的村委会副书记说。

记者了解到，科右前旗日前出台了《关于集中力
量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讨论稿）》，探索
构筑育肥牛、奶牛养殖、肉羊养殖、蛋鸡肉鸡养殖、水
稻种植、甜菜种植、发展设施农业、生猪产业、发展特
色旅游、庭院经济等特色主导产业。

事实上，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地处世界“三大黄金
玉米带”之一的我国东北玉米带，多年来玉米一直是
该片区的第一大种植作物。但其发展也受到多因素
的制约。

在高明杰看来，在国家农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
应着力发展籽粒玉米，积极发展鲜食玉米、青贮兼用
和青贮专用玉米，实现玉米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和链
条式延伸。

此外，科右前旗支持贫困村“一村一品”发展，如
发展食用菌、蔬菜等绿色有机特色种植业基地，发展

“互联网 + 农村网店”等新兴业态，发展红色游和民
俗游等特色旅游业。

“围绕主导优势农牧产业，推动形成一批规模

大、效益高、品牌响的特色农牧加工集群，转化贫困
地区优质特色原料生产优势，实现农牧产品及其加
工制成品优质化、高效化。”高明杰说。

因地制宜实施精准扶贫

在农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形势下，与现代
农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大兴安
岭南麓片区农牧业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会议强
调，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脱贫攻坚是一场时间有限、任
务明确、只能打赢的硬仗。

高明杰向记者介绍，该地区农业生产基础依然
薄弱，土地沙化、盐碱化严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
占 30%左右，农业生产结构比较单一，二、三产业发
展滞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

郭来春也认同这一点。以白城市为例，其通榆
县、镇赉县和大安市纳入了片区范围。郭来春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白城市中低产田比例较大，面积
约为 877.7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68%左右，其中风
沙地和盐碱地较为突出。

数据显示，白城市风沙地面积 233.5 万亩，占中
低产田面积的 26.6%；盐碱地面积 166.7 万亩，占中
低产田面积的 21.4％，其所辖五个县（区、市）均有零
星分布，但主要分布在大安市和通榆县。

在郭来春看来，应加强地表水资源丰富地区的
盐碱地治理，合理开发优质粳稻生产后备资源，稳定
提升生产能力，“耕地资源增加是有潜力的”。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农
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胡树文团队就在白城
市从事盐碱地的治理研究。该团队经过几年的研
究，提出了盐碱土的综合改良方法，即通过加入新
型土壤改良剂、缓 /控释盐碱专用肥料、缓 / 控释种
子处理剂等综合措施进行盐碱改良。

据了解，白城市大安市、通榆县等地重度碱土经
改良后，种植水稻、玉米、高粱、杂粮等作物可实现
中、高产，作物长势远好于对照常规种植，其效果也
有利于做强做大当地优势特色农牧业。

“在总体思路上，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
略，着力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二、三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保护与建设
和改革创新。”韩长赋说。

正值夏季蜂群产值旺盛期，走进蜂场进
口处木屋，穿着防护服的学生们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一边听着蜜蜂的相关知识，一边观
看着专业技术人员打开一个个蜂箱，蜜蜂王
国的神秘面纱慢慢地被揭开了。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的
“蜜蜂大世界”文化产业园 （以下简称园
区），了解蜂文化、参观科普馆、蜂皂 DIY、
体验养蜂等多彩的活动吸引了无数游客，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由养蜂带来的甜蜜
收益正在发酵，小蜜蜂在这里酿造出了甜
蜜的产业。

多彩的蜜蜂大世界

蜜蜂是可歌可泣的小精灵，从古至今都
和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为我们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而在“蜜蜂大世界”里，作为主角的蜜蜂
更是扮演着多重身份，除了传播蜜蜂文化和
蜜蜂精神之外，还让参与者在体验养蜂乐趣
的同时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品尝纯正蜂产品
并且辨别蜂蜜、蜂胶产品好坏。

“园区分为博物馆、生产区、标准化养蜂
体验区、登山游览采摘区、游客接待区、餐饮
区、住宿接待区等共 7 大功能区。”北京京纯

养蜂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有君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据了解，“蜜蜂大世界”拥有加工车间和
养殖基地 253460 平方米，市民可以穿防护
服进入蜂场，近距离接触小蜜蜂，还可以参
观蜂蜜、蜂王浆等现场加工制作过程。

此外，科普展区 800 平方米，是北京最
大的蜜蜂主题科普展馆。主题区以充满智
慧的“人间精灵”蜜蜂为主题，打造一个奥
妙奇趣的“蜜蜂世界”。包括互动投影游
戏、世界蜜蜂记载、蜜蜂与中国美德、DIY
体验区、王浆体验区、摇蜜体验区、花粉体
验区、蜂蜡艺术区等。

其中 DIY 体验区深受大家喜欢，参与者
可以在这里进行蜂王浆果冻、蜂蜜冰激凌制
作及品尝，还有天然蜂皂的制作、蜂蜡唇膏
制作、蜂蜡蜡烛香薰制作、蜂蜡雕塑制作等。

每年来园区旅游的人非常多，据统计，
2015 年共计接待游客 20000 余人，不仅增加
园区收益，还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三产融合促致富

“以前养蜂，年收入只有五六万元，如今
年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元，直接增长了好
几倍。”太师屯镇龙潭沟村蜂农王全生表示。

“我们以蜜蜂为主题，实现三产融合，来
带动蜂农致富。”王有君说，“去年我们的销
售额就达到了 5000 多万元。”

据悉，合作社在密云山区共有 600 多个
蜂场，其他蜂场遍及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密
云养殖基地占地 1200 平方米，容纳 400 箱蜂
箱。目前，每个蜂箱容纳 2 万 ~3 万只蜜蜂，蜂
场以养意大利蜂为主，蜜源采集主要是荆条。

据王有君介绍，目前已注册的有 680 多
户蜂农，辐射带动的有 1000 多户，“我们只
收社员的蜂蜜，这样可以保证蜂蜜质量。”为
了提高蜂农的专业技能，合作社每年会组织
专家给社员做专门的养殖培训。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只做纯天然自然
成熟蜜，纯度非常高。”王有君说。

合作社以“合作社 + 公司 + 基地 + 农
户”的模式，提供生产收购蜂蜜、为蜂农供应
生产资料、提供市场信息和专业技术培训、
蜂产品加工，蜂文化观光旅游，涉及密云 14
个乡镇 102 个村，并辐射带动河北承德、滦
平、兴隆，天津蓟县等地农民增收。

下一步，密云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
托合作社，以蜜蜂产业来实现精准扶贫。“现
在，我们正在筛选贫困户。这需要有两个要
求，首先是要有养蜂能力，其次就是愿意养
蜂。”王有君说。

小蜜蜂酿出多彩甜“蜜”产业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大兴安岭南片：区域脱贫新战场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7 月 17 日，记者来到甘肃省定西
市，观看了粉垄种植后马铃薯的生长状
况。在试验田里，分别有深松、旋耕、免耕、
深翻和粉垄种植的马铃薯。记者发现，粉
垄种植的马铃薯比其他方式种植的马铃
薯不仅长势突出，而且很少有叶子枯萎的
情况。

甘肃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副所长
张绪成向记者介绍，当地已经连续干旱
50 多天了，其产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
粉垄种植的马铃薯依然能增产 1 倍左
右，而其良好的生态效应也受到试验人
员的赞扬。

图为试验人员测量粉垄后马铃薯根
系的深度。 本报记者秦志伟摄影报道

最近，3D 稻田画
火了。在辽宁省沈阳市
沈北新区锡伯龙地创
意农业产业园内，以大
地为画布，17 幅稻田
画惟妙惟肖呈现，吸引
了游人观光游览，也在
网络上引起了关注和
热议：“有创意”“很用
心”“前两年去还没有
这么多可爱的图呢，现
在要不要再去？”

事实上，这不是稻
田画的第一次亮相。从
2011 年起，沈北新区
就开始了稻田画休闲
观光农业项目。农业和
创意携手，稻田和旅游
结合，在中国，如稻田
作画这样的创意农业
正给传统农耕注入新
活力。

好看好玩的稻田

说起稻田画，不得
不提到日本清森县的
田舍馆村。这个村庄世
代以来以种植水稻为
生，后来，当地旅游局
作了一个策划，让当地
农民在稻田中种植不
同品种的水稻来作画。
从 1993 年起，当地每
年都会举办一次“稻田
艺术节”展示农民所作
的稻田画，而这里也成为稻田画的发
轫之地。

开始，稻田画的图案比较简单，
后来元素和题材慢慢丰富起来，比如
历史人物、流行偶像、动漫人物，甚至
是日本浮世绘。据媒体报道，今年田
舍馆村的稻田里以即将上映的电影

《新哥斯拉》为主题，采用了七色水
稻，在 6 月上旬插秧，近日正是最佳
观赏期。

相比而言，最近引起热议的沈北
新区的稻田画也不逊色。据悉，这些
稻田画占地面积 200 亩，总共 17 幅，
由错落有致的 9 种色彩的水稻“画”
成。从画的题材看，有《大闹天宫》这
样的神话经典，也有芈月这样的“大
热”人物，还有机器猫动漫形象……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稻田画不仅数量
更多，色彩更丰富，图案也更为立体。

在锡伯龙地创意农业产业园董
事长张爱忠看来，农业不只是用来
吃，还应该好看和好玩。种植稻田画就
是他去日本考察后结合当地锡伯族人
的古老传说而引进，现已经种植了 5
年。2012 年，沈北新区的稻田画《锡伯
骑射》被认定为世界最大面积单体稻田
画；2014 年，国内首批 3D 稻田画在这
里制作完成。如今，稻田画已经成为当
地夏季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跨界的创意农业

那么，如此惟妙惟肖的图案是如
何“画”在稻田里的呢？为何稻田里有
如此丰富的颜色？栩栩如生的 3D 效
果是如何呈现的？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稻田画的
制作一般要经过选画设计、种子培
育、定点测绘、秧苗栽植和田间管理
等五大环节，缺一不可。

锡伯龙地创意农业总经理赵爱
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稻田
画以水稻种植技术为基础，利用卫星
定位技术设计绘制而成，通过不同水
稻的 9 种不同颜色，呈现出立体、平
面、镂空、线条等不同风格。

作为 2016 年沈北新区水稻艺术
种植（稻田画）技术支持单位，辽宁省
地矿测绘院地理信息中心为项目提
供了计算机技术、测绘技术和 GIS、
GPS 技术等支持，成功解决了平面坐
标到透视坐标的转换，实现了平面图
案立体化。

选好展示的图形，再将平面图案
立体化后，即可用矢量法定点、定桩、
连线，再由人工按要求种植上不同颜
色的水稻。

据张爱忠介绍，这些不同颜色的
水稻都是杂交后天然生成，是他从全
国各地乃至日本、意大利等地引种的
彩色稻，经过繁育后用于稻田画种
植。同时，通过人工技术控制稻秧株
高，图案的立体感更强。

如今，沈北新区俨然成为了“稻
田画之乡”，稻田画成为了当地传统
农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2015 年，稻
田画吸引游客超过 12 万人次，旅游
收益超 500 万元，带动就业千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稻田作画的创意
农业新潮流也正在全国其他地区铺
开。例如，上海浦东“米老鼠”稻田画；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 3D 稻田
画；浙江青田县的“脚印”稻田画……
稻田作画不仅使稻田打破了单一的
色彩，也使其功能实现了从“种田地”
到“卖风景”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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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观察

甘肃定西粉垄种植
马铃薯增产1倍

“在这个牛场，每头奶牛的健康状态都能随时
监控，每一批牛奶品质都能及时测定和溯源，每一
头进入发情期的奶牛都能够通过计步器得到及时
的管理。”河南省澳美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路红勋
兴奋地说，通过对牛场的信息化管理，他们在保证
牛奶品质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奶量，同时还能减少
饲草的饲喂量。而让澳美牧业受益的是一种奶牛
牧场综合管理信息化系统。

参与该项目研发的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养牛室主任魏成斌介绍说，国外奶牛养殖产
业已经非常紧密地与信息化技术结合。奶牛养殖
企业已通过无线通信、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
等信息化手段和设备，对奶牛的产奶量、采食量、
发情状况、体重与体温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测与统
计分析，并发出相应的指令与建议，从而在牧场中
建立精细饲养管理系统，并实现奶牛生产过程的
溯源与追踪。

“科学、精细、安全管理奶牛场已是大势所趋，
因为免疫、检疫、繁殖、饲喂、疾病防治、泌乳等每
一个生产环节都可能会影响到牛奶的品质和企业
的经济效益。”同样参与该项目研发的河南省农科
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白献晓介绍说，在国内，
传统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粗放管理漏洞及效益损失
问题也制约着奶牛企业的发展。

据悉，河南省 300 到 500 头之间的中小型牧
场占比超过 70%，且这些奶牛场整体机械化、信息
化和自动化水平都比较低，大多数挤奶设备都是
在 2007 年到 2012 年之前投入使用，普遍没有安
装或者使用自动识别和电子计量设备，这些限制
了奶牛精准饲喂的操作，极大地增加了一线技术
人员的工作量和错误率。

为此，该系统的发明人、河南省肉牛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王居强带领研发团队，设计开发了
基于 RFID 的中小规模奶牛场信息自动采集系
统，通过每头奶牛佩戴 RFID 电子耳标和对奶厅

非常低的硬件投入，实现对进入挤奶厅每头牛信息的自动识
别，并通过配套的手持终端设备将奶量信息自动上传至牧场管
理系统。

王居强介绍说，通过这个信息化管理系统，他们能够实现
对奶牛场智能化繁育和数字化饲喂管理，监测预警奶牛常发疫
病病原库和疫病，自动监测及控制牛舍环境。

当携带电子耳标的奶牛经过挤奶厅入口时，每头牛的信
息、序号信息和位置信息会自动采集，并同步显示在手持机上。
采集 DHI（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体系）奶样时，手持终端机可以直
接扫描采样瓶条形码、输入产奶量信息，采样结束后信息会自
动上传至 DHI 数据中心。这样，在奶厅采样就无须登记、记录
单头牛序列号和产奶量。

最后，DHI 奶样运输至测定中心，设备在测定过程中就直
接读取条形码信息，将测定结果传输至 DHI 数据中心，实现牛
号、产量和测定结果的自动匹配。

为了提高牛奶品质，王居强为牛场专门设计了奶牛专用按
摩器。同时，还为每一头准备进入发情期的母牛佩戴了专用的
计步器。“母牛到了发情期，每天走路的次数就会增多。当这个
信息传到管理平台，工人就能及时对这头母牛改变饲喂措施。
此举不仅可以使母牛的产奶期提前，还能够减少饲草的喂养
量。”魏成斌说。

另据了解，目前，该奶牛牧场综合管理信息化系统已开
始在河南省 127 家规模牧场推广使用，覆盖近 3 万头荷斯坦
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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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