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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补贴资金、技术培训成了文昌惠
农助农的有力杠杆，在这根杠杆的撬
动下，文昌农民即使在这样的大灾之
年仍然保持收入不减。即便如此，文
昌市农业局局长鲍永兴在谈到文昌灾
后农业恢复时还是十分担忧。

“目前来看，灾后我们农民的收入
在今年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去冬
今春一直到上半年，我市的瓜菜种植就
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总产值达到
16.8亿元，平均下来，农民的收入相比
往年还是有所增加的。”鲍永兴还告诉
记者，与此同时也显现出另外一个问
题，那就是文昌农业的单一性特点突
出，而复合型农业较少，这也使得大灾

之后的生产恢复变得举步维艰。
在鲍永兴看来，积极打破当前单

纯的传统种养格局，是保证文昌农业
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出路。“以目前来
看，文昌农业的结构总体上仍较为单
一，近年来政府也不断在技术宣传上
进行引导，现在文昌的复合型农业经
济模式得到一定的推广，同时农产品
的深加工也正逐步扩大规模。”

鲍永兴认为，农业要做大做强，起
决定作用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一个
农业企业拥有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
即使没有高科技，也会相比粗放型更
能产生效益。”鲍永兴说，实施农业产
业链条式发展，不仅可以保证农民的

收入持续稳定提升，更能在大灾之后
确保迅速恢复。

锦山镇文昌鸡养殖业的快速恢复
验证了鲍永兴的话。在今年台风中，
锦山镇当地养殖业遭受重创，不过锦
山文昌鸡养殖业的恢复速度却从未滞
缓，个别企业甚至还在灾后扩大了养
殖规模。

颜为坤养殖文昌鸡已有21年，经
过多年的摸爬滚打，现已是锦山当地数
一数二的“大户”，而他最信奉的只有一
句话——“不做大规模永远成不了气
候”。他的养殖场主要进行文昌鸡种苗
的孵化，同时自己也有8个鸡棚。“台风
过后还剩下6棚鸡，但是我们场的孵化

一直没停下来。”颜为坤告诉记者，他作
为当地的养鸡“老板”，负责了附近42户
文昌鸡养殖场的种苗供应。

颜为坤的文昌鸡种苗孵化场因为
实施标准化生产模式，鸡苗供不应
求。据介绍，颜为坤的养鸡场从孵化
鸡苗到市场销售，实行一条龙模式。
除了养鸡，颜为坤的公司还兼顾生产
饲料，自给自足的同时对外进行销售，
从饲料、鸡苗、检测、出栏，到最后进市
场，每个环节都可以创造利润，整合起
来就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节约成
本的同时，还保证了文昌鸡的品质，而
这样的养殖生产模式在锦山一带早已
不是新鲜事了。 （文/潘高 萧菲）

文昌灾后农业如何持续快速发展？业内人士认为——

从单纯种养向复合型发展

除了做好瓜菜生产恢复工作，文昌市还紧抓
畜牧业、海洋渔业生产。

“两次强台风让文昌损失了2000多万只文昌
鸡，但由于我们及时进村入户做好灾后防疫，全市
没有出现相关疫情。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努力，现
在全市文昌鸡产业已基本恢复。”文昌市畜牧兽医
局局长陈吉夫告诉记者，春节前文昌市保证可以
出栏1300多万只文昌鸡，基本满足文昌鸡春节市
场的供应。

抱罗镇恒冠合作社文昌鸡养殖场，超强台风
“威马逊”后饲养的第一批文昌鸡一个月后就能出
栏上市；锦山镇榜波养鸡场每天能育种2000多只
鸡苗，给本养殖场和周边养殖户提供鸡苗；公坡镇
养殖户韩少利在两次台风中损失了近万只文昌
鸡，强台风“海鸥”后重新饲养的文昌鸡将于春节
上市……

在渔业灾后恢复生产方面，文昌市组织干部
和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深入灾区一线，清理打捞、吊
运搁浅渔船，指导帮助渔民进行池塘消毒防疫和
修复，组织苗种生产和调运，并抓好相关救灾资金
的发放工作。目前，文昌市渔业生产也已基本恢
复。 （文/陈飞 萧菲）

春节将有1300万只
文昌鸡出栏
基本可满足节日市场供应

解决农田水利设施确保了种植面积
后，接着就是种苗补贴资金的落实。在会
文镇家屯村，村民的经济收入一直是以种
植瓜菜为主。然而，今年10月底的强降水
却把家屯村350亩瓜菜地给淹坏了。

为此，会文镇委、镇政府拨付补贴
资金，帮助村民们购买冬季瓜菜种苗。

“镇政府补贴冬瓜苗3毛钱一株、辣椒
苗补贴8分钱一株。”家屯村村民小组
组长吴照明告诉记者，目前村民们都在
陆续恢复生产，被淹的土地翻耕种上了

冬瓜、辣椒，12月底就可以上市。
与本地农民不同，来自云南的李宝

华和弟弟来文昌抱罗镇打拼已有4年，
通过向农民租地种植瓜菜现在已经是
当地小有名气的“大老板”。“弟弟负责
管理，我负责跑市场找销路。原本只有
153亩地，后来又多租了100多亩。海
南的地租相对于外省便宜得多，在外省
高达1000多元一亩，这里只需几十到
几百元不等就可以了。”李宝华说。

兄弟俩在本地种植的瓜菜已成规

模，产品主要销往湖南、东北等地。据
李宝华介绍，自己租地主要种植各类特
色瓜菜。“今年上半年主要种植了香瓜、
南瓜，台风一来，损失了20多万。现在
种植尖椒、海花椒、螺丝椒、‘辣妹子’等
一些品种辣椒，这个月就可以上市了。”
李宝华表示，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支
持让他对今年瓜菜保产保值很有信心。

各镇实施的惠农支农政策是文昌
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缩影，据文昌市农
业局局长鲍永兴介绍，该市今年兑现各

类补贴资金共8296.5万元，包括了农
资综合直补、种粮直补、救灾资金、农机
补贴等多个类别。这些补贴资金通过

“一卡通”信息采集发放的管理办法，按
时足额安全发放到农户手中。

与此同时，为了让农民掌握新型农业
技术，文昌通过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
班，受训和现场技术指导5.5万人次。据
统计，该市接受过农业科技教育培训的农
村实用人才占总数的90%，其中政府免费
教育培训的农村实用人才占93%以上。

文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狠抓落实：落实面积、落实资金、落实种苗、落实技术……

干部下田头 瓜菜产量增
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强

台风“海鸥”的连续正面袭
击，让文昌市受灾特别严重，
全 市 农 业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43.32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
达55.48万亩。农业直接经
济损失占全市受灾损失总额
的60%多！

香蕉倒伏、稻田盐碱化、
鱼虾被冲走……面对这严峻
的局面，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省直各部门、兄
弟市县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下，文昌市全力以
赴恢复生产，狠抓落实，落实
种养面积、落实种苗、落实生
产资金、落实技术服务、落实
市场。

受损面积恢复
一边备耕
一边修水利

今年11月底到12月初，文昌灾
后种植的辣椒陆续上市，近10个品
种的辣椒从当地运往全省乃至国内
各大市场和超市，而销售行情也比往
年不错。

罗豆农场生产科科长张光华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罗豆农场有2500多
亩的土地已经种上了辣椒等一批冬季
瓜菜。“灾后我们对大面积的因海水倒
灌形成的盐碱地进行了淡化和翻耕，
同时加大力度做好冬季瓜菜的备耕，
现在辣椒上市后价格每斤基本在4元
以上，这对于种植户来说是十分利好
的。”

张光华介绍，随着盐碱土地淡化
复耕工作的开展，今年罗豆农场冬季
瓜菜的种植面积还将有所增加，“接下
来就是毛豆等品种瓜菜的种植，还将
增加600亩—700亩的面积。”

同样作为冬季瓜菜种植大镇的昌
洒，在台风灾后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农
田水利设施的修复上。

零耀南是昌洒镇辣椒种植大户，
受今年两次台风的影响，零耀南有40
亩辣椒地受灾，损失了4万多元。灾
后，零耀南积极育苗补种，不仅40亩
辣椒地全面恢复，还多种了25亩，“这
一切要感谢政府及时支持我们修复了
受损的水利设施，如果没修好水利的
话，我的辣椒地今年就啥都种不了
啦。”零耀南说。

据昌洒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实
现“灾前损失灾后补，大灾之年保丰收”
的目标，该镇从镇财政中划拨50.62万
元，支持各村（居）委会修复因灾损毁水
利设施24处，同时，组织农业技术员分
头深入各田洋进行指导，切实解决农
户在冬种生产方面的实际困难。

据文昌市农业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12月初，全市已完成冬种瓜
菜面积17.42万亩，占计划任务26.5
万亩的65.7%，备耕面积4.1万亩。

近日，文昌市热作中心接到来自蓬
莱镇胡椒种植户的救助电话称，道岭村
有160多亩胡椒不同程度地染上了怪
病，几乎每一株胡椒叶子上都出现黑色
的斑点，部分染病严重的植株已经坏
死。村民们束手无策。该市热作中心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农
艺师赶往道岭村“诊病送药”。

经过实地查看，热作中心农艺师黄
春找出了胡椒患病原因：近段时间以来
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病菌大量繁殖，
让胡椒染上了细菌性叶斑病。随后，农
技师们对症下药，帮助椒农们解决了燃
眉之急。并嘱咐他们在日后的种植中
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灾后，我们举办过3次大规模农
业科技培训班，市里的农技专家也都

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排忧解难。”
鲍永兴认为，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含量，
是加快灾后农业恢复的“捷径”。鲍永
兴告诉记者，灾后，文昌市充分利用省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市农技中心、
市热作中心等农业教育培训资源，先
后组织35个农业技术服务工作组，实
行村社分片包点，不定期深入田间地
头给农户农业生产进行指导，从品种
筛选、基质配方、肥水管理、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入手，重点做好备耕、用种、
技术培训等服务指导。培养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近段日子以来，文昌市高级农艺师
蔡亲吉非常忙碌，他先后来到昌洒、抱
罗、东阁、翁田、蓬莱等多个乡镇，在种

植地里，认真回答农户们提出的有关病
虫害防治及农作物科学管理等问题。
他还走上讲台，为全市各镇的瓜菜种植
户进行技术培训。对瓜菜大田肥水管
理、瓜菜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等农民们

关心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讲解。同时，他
还向椒农们教授了“三角形”种植技术，
种植过程中可以让辣椒苗通风、防潮，
防挤压，大大提高挂果率。

（文/潘高 陈飞 萧菲）

保证资金补给 “一卡通”足额发放补贴

解决种苗缺口 集中与分散育苗相结合

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专家田间“诊病送药”

恢复今冬明春农业生产，如何解决
全市性的种苗缺口？据介绍，文昌今年
瓜菜种苗总需求量为4.3亿株，文昌市
政府安排救灾补贴资金300万元，扶持
瓜菜育苗，目前已完成瓜菜集中育苗
1.55亿株，农户分散育苗2.05亿株。

文昌昌洒镇集约化育苗技术集成
示范基地是国家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
我省重点瓜菜育苗基地。日前，笔者来
到该基地，只见一行行大棚整齐排列，
苗床上各类种苗茁壮成长。在各个苗

棚里，工人们都在认真地分拣苗株、育
苗，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灾后我们不等不靠，及时做好育
苗嫁接恢复工作。目前已经培育嫁接
培育西瓜苗700万株、南瓜苗150万株、
菜椒苗160万株。”该基地负责人符敦
发告诉记者，基地每年集中育苗11个
月，每年平均能育苗1000多万株。

“抢时间、抓数量、保质量，是今年
文昌灾后农业恢复和冬季瓜菜种植的
关键。为了实现大灾之年农业不减产，

农民不减收的要求，我们采取集中育苗
与农户分散育苗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瓜
菜种苗问题。”鲍永兴说，文昌市农业局
通过各镇政府推荐当地群众信誉好，拥
有育苗设施、技术力量保证、长期从事
瓜菜育苗的业主负责集中育苗。7个
被选择的瓜菜集中育苗点分布在文城、
会文、公坡、昌洒、锦山、抱罗6镇，辐射
文昌市东西南北中，进行工厂化、规模
化育苗，重点培育辣椒、瓜类和茄类等
品种。已完成瓜菜集中育苗1.55亿株，

占计划育苗4.3亿株的36%。既保证
了育苗集中，又方便了文昌各镇农业种
植户就近取苗。此外，市农业部门还组
织农业技术服务队，不定期地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农户分散育苗，确保瓜菜种苗
质量。目前已培育各类瓜菜种苗2.05
亿株。

“为了保证种苗质量，我们对全市
冬季瓜菜育苗情况进行全程监督，严把
质量关，每株种苗都要经过验收员验收
后才出售给农户。”鲍永兴说。

在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渔港码头，
渔民在整理渔具，装卸鱼货。

武昊 陈文武 摄

文昌市锦山镇民佳养鸡场，农户
将刚产的鸡蛋进行入孵消毒。

高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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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中心，工
人们正在嫁接瓜菜苗。 乐凯 摄

文昌市抱罗镇抱英村委会五潮水村里，村民
在自己的养鸡场里给文昌鸡喂食。

袁才 摄

圣女果丰收乐了文昌农户。 乐凯 许环峰 摄

文昌市连续遭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强台
风“海欧”的正面袭击，受灾特别严重，全市农业
直接经济损失43.32 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55.48万亩。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农
口单位组织16个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指导组，
从7月19日开始对全市灾后自救和恢复农业生
产工作进行督促与指导。近5个月来，各指导组
深入田间地头、栏舍池边，科学指导，奋力自救，
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介绍，在种植业恢复方面，到目前为止，文
昌全市已抢管受灾的热带作物25.27万亩，占受
灾面积的89%，共计投入资金948万元；抢种叶
菜1.63万亩，恢复大棚11个共526亩；田头农产
品预冷库恢复3个4083吨，占全部倒塌的67％。

此外该市已完成冬种瓜菜面积17.42万亩，
占计划任务26.5万亩的65.7%，备耕面积4.1万
亩，瓜菜育苗4.07亿株。由于遭受两次强台风的
严重影响，罗豆农场、铺前镇1.62万亩农田受海
水倒灌盐碱化，第一轮抽水浸泡作业已完成，已
机耕4100亩，取样342个，检验结果报告已完成，
治理方案已确定，总投入资金约1000万元。

在畜牧业方面，文昌当地各镇干部积极组织
养殖户完成灾后畜禽栏舍修复274万平方米，占
应修复栏舍面积97%。

“目前我们文昌鸡栏舍修复面积188万平方
米，占应修复栏舍面积99%。台风后文昌鸡共补
栏2128万只，出栏712万只，现存栏1984万只，
已恢复常年正常水平。”文昌市畜牧局负责人告
诉笔者，目前全市生猪栏舍修复57万平方米，占
应修复栏舍面积95%。生猪现存栏18.6万头，占
灾前正常存栏92%。种鸡补栏28万套，现存栏
80万套，日平均出苗（母苗）18万只，已恢复灾前
生产水平。

据介绍，市政府对灾后文昌鸡种苗进行补
贴，截至目前，各镇已完成文昌鸡养殖户购买种
苗现场核实和公示工作，已购买种苗户数为1552
户，占补贴对象的85%，已有11个镇完成了拨付
资金。“我们在灾后迅速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重点指导冬种瓜菜生产和胡椒、荔枝、橡胶
等热带作物灾后的生产管理和重种、改种工作。
同时开展病虫害监测及防控，加强实用技术培训
及有关补助政策宣传，让农民在第一时间打消顾
虑积极投入到恢复生产当中。”

文昌市政府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
落实种植面积，在确保水早田种植面积的同时，
还将扩大坡地种植面积。“落实瓜菜种苗，采取集
中育苗与农户分散育苗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瓜菜
种苗问题；落实生产资金，及时落实省、市恢复农
业生产扶持资金兑现到农户；落实瓜菜产销，借
助‘冬交会’平台，组织做好农产品宣传推介与促
销活动，加强产地与销地对接，为文昌农业品牌
的推广打好基础。” （文/潘高 萧菲）

科学指导 奋力自救

文昌16个工作组
深入生产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