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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沾化区下洼镇曹家
庙村冬暖式大棚示范基地，枣农
陈元洪正在查看冬枣长势。为
加快沾化冬枣产业转型升级，该
基地在政府支持下示范建设了
冬暖式大棚。大棚内采用电辐
热制热设备提升温度，铺设地膜
保持温度恒定，安装光灯增加光
照，可促使冬枣树提前发芽、结
果。大棚内枣树已于 2 月初出
芽，目前已经开花，预计7月底8
月初上市，比露天冬枣上市时间
可提前近2个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
文杰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侯洪蕊 李宁 报道）4月24日，惠
民县姜楼镇在黄新庄村元升西瓜合
作社举行富硒西瓜旅游采摘节。

据了解，姜楼镇种植西瓜历史
悠久，沙质土壤形成较大的昼夜温
差，有利于提高西瓜含糖量。元升
西瓜合作社种植的富硒西瓜皮薄
瓤脆、爽甜可口，深受市场欢迎，也
得到了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
定。目前，合作社十余万斤富硒西

瓜已成熟上市。
近年来，姜楼镇立足资源及区

位优势，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目
的，以加快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
通过土地流转和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等方式，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
用，加快农业规模经营和特色产业
基地建设，引导传统农业向高效农
业、特色农业、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刘沙沙 报道）近日，我市
制订出台了《滨州市果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十四五”期间，将按
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营销、产业化经营”
的发展思路，力争打造特色优势果
业百亿级产业集群，实现品种、品
质、品牌“三个提升”，实现果业强、
果乡美、果农富。

建设现代果业高标准示范园，
改造升级传统栽培模式。按照“省
力、优质、高效”的建园标准，集成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在示范园内应
用转化，以点带面推动果业高质量
发展。2021年，全市将打造10处
现代果业高标准示范园，到2025年
打造50处。将对老劣低效果园进
行现代化改造，推广宽行矮密栽培、
土壤修复改良、品种优化更新等技
术模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率先
在新建现代示范园上实施有机肥替
代工程，提升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逐步实现果品绿色、优质、高效生
产。2021年将更新改造低产低效

果园2.4万亩，设施大棚栽培面积达
到5.5万亩；到2025年，更新改造低
产低效果园18万亩，设施大棚栽培
果园达到16.9万亩。

鼓励新品种研发，做好品种选
优提纯。建立品种资源圃，加强新
品种选育和引进，做好传统优势品
种优选和提纯；建设果树良种资源
展示园，做好特色果树种质资源保
护、试验、示范及推广应用。在冬枣
方面，提纯复壮“沾冬1号”，推广

“沾冬2号”，研发“沾冬3号”；在梨
方面，提纯复壮鸭梨，继续推广“新
梨7号”“秋月”等，探索免套袋梨芽
变优系生产模式；在桃方面，提纯

“惠民蜜桃1号”，优选“惠民蜜桃2
号”，育繁观赏型桃树。

开展果园规模化标准化建设，
实施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工程。支持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土地流转、租赁、托管、入股
等形式进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
产经营；结合高标准农田、土壤保育
院等项目建设，配套完善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装备；支持施

用有机肥、菌肥对土壤进行改良和
修复，改善果园生产条件，提升农机
农艺融合装备水平。2021年发展
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1万亩，果
业规模化主体经营面积达到2万
亩。

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打造
沿黄观光长廊和特色果园观光区。
每个县市区打造1—2个精品休闲
农业旅游景点，全市打造1—3条精
品旅游线路；组织以特色花果为主
题的节庆文化活动，拓宽生态观光
果业发展渠道；利用万亩冬枣园、万
亩梨园、万亩桃园等资源优势，在黄
河北岸打造沿黄生态高效蜜桃十里
观光长廊，南岸打造杏花长廊和滨
州黄河百里果业观光长廊特色生态
高质量发展景观带，建设沾化区下
洼镇冬枣核心风景区、海天大道永
馆路冬枣采摘长廊、阳信鸭梨核心
风景区、惠民大年陈“世（市）外桃
源”等一批特色果园观光区；培树十
大果业产业强镇、十大电商示范村、
百个特色果业示范村，开展乡村特
色旅游。

创新产业模式推动多种利益联
结，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果业发
展。改革传统一家一户分散种植模
式，通过创新产业模式实现规模化
经营、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探
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等典型带动模
式。探索“保底订单+生产服务+高
价回收”“加工企业+新型经营主
体+二次分红”“长期订单+农业保
险”利益分配模式，实施“新型经营
主体+契约+小农户”模式，引导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契约
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以合作社
开展农超、农社等产销对接，引领小
农户对接市场，从而把小农生产引
入现代果业发展轨道。

根据我市“十四五”期间果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全市将实现冬
枣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阳信梨
产业产值突破16亿元、惠民蜜桃产
业产值突破10亿元。2021年，涉
果企业发展到30家，果品总产78
万吨，实现枣农增收10%以上、梨农
增收12%以上。

滨州力争打造特色优势果业百亿级产业集群
“十四五”期间，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产业化经

营”发展思路，实现品种、品质、品牌“三个提升”，实现果业强、果乡美、果农富

当前，江淮、黄淮等麦区小麦陆
续进入抽穗扬花期，也是小麦赤霉
病易感流行期。4月16日，农业农
村部在安徽省阜阳市召开全国小麦
赤霉病防控现场会，分析研判发生
形势，安排部署防控行动。会议要
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坚决打好防
控攻坚战，全力保障小麦生产安全。

会议认为，小麦赤霉病是气候
型流行性病害，当前田间菌源充足，
4月份多个降水过程将与江淮、黄
淮地区小麦抽穗扬花期吻合。4月
中下旬开始，自南往北陆续进入预

防控制关键时期，防控任务艰巨。
各地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围绕“控制
流行强度，保产量、保质量”总体目
标，重点抓住小麦抽穗扬花这一关
键时期，全面落实预防控制措施，常
发区适时做好雨后补防，严防病害
发生流行，力争将病穗率控制在5%
以内、病粒率控制在2%以内。

会议强调，小麦赤霉病预防控
制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地要
切实做到“四个强化、四个确保”。
一是强化动员部署，确保防控责任
到位。将防控工作纳入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内容，加强组织发动，压
实防控责任，加大资金投入，确保
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强化监
测预警，确保防控指导到位。准确
把握病害发生态势，组派精干力量
深入防控一线开展防控指导，确保
防控技术落实到田。三是强化统
防统治，确保防控效果到位。创新
防治服务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形式，选用高效药剂和施药机
械，大力推进统防统治，带动群防
群治，推进农药减量化。四是强化
督导检查，确保防控措施到位。开

展巡回督导，检查防控资金、物资
落实，以及安全用药、防控工作进
展等情况，确保防控措施落实落
地。同时，要强化农药市场监管，
确保农民用上“放心药”。

据了解，除中央财政安排10亿
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外，安徽、江
苏、河南、山东、河北、湖北6省地
方财政已筹措防控资金15.9亿元，
已实施防控面积近 3000万亩次。
当前，各地防控工作正紧张有序开
展。

（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

农业农村部部署小麦赤霉病防控
力争将病穗率控制在5%以内，病粒率控制在2%以内

姜楼镇举行
富硒西瓜采摘节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滨城区水产局开户
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号：

J4660003732101，声明作废。
出租方：刘振民，承租方：刘

海剑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丢
失 ，证 号 ：20170036，特 此
声明。

受委托方要求，我公司对原定
于2021年 4月 30日上午10点对
钢材一宗拍卖会做以下更改：

拍卖会日期：2021年5月8日
上午10点。

钢材一宗：包含H型钢、行车
轨道等。参考价3000元/吨，竞买
保证金 150万元（不含税）。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
至2021年5月7日17时前将规定
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

（户名：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邮储银行邹平市支行，账号：
937008010047558894）以到账为
准。并于2021年5月7日17时前
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
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
至2021年5月7日16:00

中 拍 平 台 网 址 ：http：//
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15020580513 刘
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更改公告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5年4月18日在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和平街捡

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滨城区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8330279，

地址：滨城区创业大厦群楼12号楼滨城区民政局357室。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者，孩子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滨州市滨城区民政局
2021年4月27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李天瑞 报道）随着农业生产
进入重要时期，加强和改进田间管
理成为确保丰产丰收的关键举
措。惠民县麻店镇总结经验，以

“四零”工作法加强农业田间管理。
春灌备耕“零盲区”。麻店镇

抢抓时机，组织包村干部、水利站
工作人员广泛宣传，积极引导群众
抢水灌溉、集中灌溉，同时深挖清
理排水沟渠，完善基础水利设施建
设，确保耕地春灌全覆盖，全力保
障农户用水灌溉需求。截至目前，
该镇深挖清理支二排、胡家沟、富
杨沟等灌溉沟渠8000余米，新建
机井5眼、泵站5座，浇灌农田6.3
万亩，圆满完成春灌备耕任务。

农技服务“零距离”。成立春
耕备播技术指导小组，组织农技工
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生
产技术指导服务，发放《小麦病害
识别图》，引导专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加强田间管理，推广大棚蔬菜高
效生产技术，合理安排育苗、播种
等生产活动，进一步提高标准化生
产栽培和种植水平。截至目前，共
开展农技下乡服务32次，发放宣
传单页500余份。

技能培训“零缺位”。加大种植
技能培训力度，组织种粮大户、合作
社负责人、农业科技示范户参加小
麦种植管理专项培训，根据培训情
况建立专项台账，形成经验手册，由
种粮大户、示范户逐户指导推广种
植技术。截至目前，培训种粮大户、
农业科技示范户已达20人。

物资保障“零遗漏”。通过前
期摸排调研，及时掌握农户对于种
苗、农药、农膜等农资物品需求，组
织市监所、农技站开展农资市场专
项检查活动，加大市场检查力度，
检查28家农资、生资超市，严厉打
击销售假劣农资、哄抬价格行为，
全面做好农资储备供应工作。

麻店以“四零”工作法
加强农业田间管理

冬暖大棚冬枣预计7月底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