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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初夏，在新龙县绕鲁乡
高原藜麦种植示范基地，旋耕机犁地，拖
拉机开沟，农户们撒种、施肥、铺膜……
勾勒出了一幅繁忙热闹的农耕画卷。

近年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绕鲁乡大力实施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采取以”政府+企业+农
户”的产业模式，积极与源藏集团开展土
地流转合作，引进优、特农作物品种，大
力创建高原藜麦示范基地。基地占地200
余亩，村民种植藜麦每天可增收150元，
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就业问题，也带
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我们以每亩700元的价格将土地流
转给基地，有空又到基地来打工，能赚双
份钱。”村民尼玛如是说。据悉，基地第一
期流转了200多亩土地，计划第二期流转
5000亩地，除了种植藜麦外，该基地还试
种了南瓜、西瓜、西红柿等果蔬。

据源藏集团董事长许崇海介绍，为
确保藜麦种植顺利完成，集团在种植之
前就对农户进行了系统种植技术培训，
种植期间，源藏集团负责人及技术人员
多次前往田间地头，对犁地、播种、铺膜
等各个环节进行现场指导，及时为农户
解决种植生产中的难题。

杨雪涛

新龙县

高原藜麦拓宽
群众致富路

甘孜日报讯 眼下，正是番茄育苗旺
季和嫁接期，在丹巴县扎科村蔬菜种植
科技示范基地里，农技师们充分利用番
茄育苗契机，忙着指导农牧农村系统干
部职工、农技员和村民等“土专家”做好
平地、铺膜、育苗、移栽番茄苗等工序。

“我们单位高级农艺师分成了四组，
分别在4个大棚种植基地全流程指导本
系统干部职工、农技员和村民番茄育苗
技术，旨在促进全县果蔬业提质增效，带
动农民增收。”丹巴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
高级农艺师车秀琼说。据了解，县农牧农
村和科技局牵头流转10亩土地建立科技
示范基地，将理论知识化为田间地头的
实践，培养特色蔬菜育苗、种植、节水滴
灌技术应用等多方面“土专家”。采取传
帮带模式，安排高级农艺师们技术指导
88余名农牧农村系统干部职工、12个乡
镇农技员和村民，定期到基地从铺膜、育
苗、移栽、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和采摘
等各环节进行一体化指导，将课堂搬到
蔬菜种植示范基地作为“练兵场”，实行

“面对面、手把手”田间教学。
目前，该县通过技术指导带动广大

农户种植美人脆苹果、樱桃、番茄、辣椒
等多类水果、蔬菜品种，实现村民增收增
产，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从而进一步增强
村民脱贫后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银秋 魏虹

当前正值康定市羊肚菌成熟采
收季节，走进康定市金汤镇新五大
寺村村民贺银雄的羊肚菌种植地，
只见整齐划一的地垄上，一朵朵羊
肚菌破土出菇，乳白色的菌柄撑起
蜂窝状的菌盖，长势良好，煞是喜
人。贺银雄和村民们正忙着将羊肚
菌从地里采摘出来，装箱、晾晒，准
备销售，一派繁忙的景象。

说起种植的羊肚菌，贺银雄喜
欢用“种上野菌子，大赚红票子”这
句顺口溜来总结，因为他家种植的
羊肚菌去年才卖了好价钱。

“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种植玉
米、土豆等传统农作物，收入较低。
近几年，羊肚菌产业逐步在我们新
五大寺村发展起来，不仅调整了农
产业结构，还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贺银雄告诉记者，羊肚菌冬种春收，
每年 11 月种植，次年 3 月中旬开始
陆续采收，采收期45天左右。种植结
束后，可继续种植其他农作物，不仅
利用了冬季的闲置土地，也增加了
群众的经济收入。

2019 年，贺银雄开始尝试种植
羊肚菌。由于管理得当，羊肚菌长势

很好。“种一亩羊肚菌比种几亩玉米
的效益还要好，而且管理比较简单，
周期也短，几个月就可以见效益。今
年我家就种了20 多亩羊肚菌。一朵
朵羊肚菌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长
满了菇棚。这边大一点的羊肚菌刚
刚采完，那边小的羊肚菌又长了出
来，一茬接着一茬，总也采不完。”贺
银雄介绍说。

羊肚菌属于名贵珍稀食用菌，
肉质细嫩，香甜可口，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及20 多种
氨基酸。羊肚菌表面呈网状，形状呈
椭圆形，略似羊胃，故得其名。羊肚
菌既是宴席上的珍品，又是久负盛
名的食补良品，民间有“年年吃羊
肚、八十照样满山走”的说法。但其
对人工栽培技术要求高，产量难以
稳定，康定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气候和环境条件，是羊肚菌的最适
宜种植地区之一。

“我们这儿的气候很适宜羊肚
菌生长，而且种植羊肚菌不择地，山
地、坡地、房前屋后都能种。”贺银雄
通过实地调研后，开始在自家的一
亩多地的大棚里试种羊肚菌，获得

初步成功。后来，他继续引种羊肚
菌，扩大羊肚菌的种植面积，去年种
植了20余亩。

“新鲜的羊肚菌现在能卖到 60
至 80 元一斤，晒干的一斤能卖 420
元左右，基本上都是成都、雅安的老
板过来收货。”看着一棚棚丰收的羊
肚菌，贺银雄告诉记者，“我也曾因
为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欠缺，收益不
佳。但不甘心就此失败，在总结失败
教训后，我先后到泸定、丹巴等地学
习取经，掌握了一些科学的技术和
管理知识。”

“但要使羊肚菌达到无公害食
品标准，就必须科学种植，从生产到
采收，不能打农药，发现虫害，只能
组织人工捕捉。如发现羊肚菌感染
杂菌，就要整窝清除，防止感染。”比
起以前面对羊肚菌种植困境的束手
无策，今年的贺银雄显得底气十足，

“我还是希望有专家到地里来给我
指导指导。”

贺银雄表示，今年将继续扩大
羊肚菌种植规模，让更多村民参与
羊肚菌种植，进一步增加村民的经
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采摘羊肚菌。

丹巴县

培育“土专家”
种下“致富苗”

甘孜日报讯 近日，在理塘县
甲洼镇江达村，通往极地马铃薯
良繁园的产业路正在加紧施工，
这将解决两家企业的运输难题。

在当前疫情防控和国内外经
济形势复杂严峻等多重因素影响
下，理塘县企业生产尤其是中小
企业生产经营等出现困难。在深
入了解当前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后，理塘县千方百计帮
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尽力解决
企业在用工用电、交通物流、稳定
就业等方面的具体困难，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稳健发展。

在 极 地 马 铃 薯 良 繁 园 的
300亩马铃薯基地，两台耕地机
正紧张地忙碌着。据理塘县青藏
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田运强介
绍，基地虽离国道 227 线只有 1
公里多远，但由于是毛路，运输
很不方便。为此，该县争取投资
530 余万元，修建路面 7.5 米的
沥青混凝土路面，力争今年8月
份完工。一同受益的还有该园区
的理塘县天迈农业有限公司，这
里100亩羊肚菌种植也将开始。

极地马铃薯良繁园设计之
初为马铃薯基地，在资金有限
的情况下，按照马铃薯种植需
求，原有灌溉设计为每小时取
水量 85.5m3，灌溉间隔周期为
24 小时。目前又增加种植羊肚
菌等菌类植物，灌溉用水需求
增加较大，在公司与县水利局
沟通后，该局已将灌溉改造纳
入项目计划，目前正在开展项
目设计工作。

2021 年，该县投入 332.38
万元，在理塘县牦牛现代农业园
区为理塘县藏原牧业有限公司
解决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投入
53.78 万元，解决园区入口处道
路长350米、宽5米水泥硬化路。
投入20万元，开展园区10Kv电
力线路新建，解决园区电力供应
问题。投入30万元，开展禾尼乡
骡子沟至养殖基地基站各处光
缆8.98km，解决网络光纤问题。
投入 99 万元，在牦牛园区新建
装配式厕所1座，占地面积约80
平方米，长 13 米、宽 6.4 米、高
3.7米。投入37.5万元，在牦牛园
区开展智能综合管理用房场地
硬化1700平方米及停车场彩砖
铺设安装。投入 92.1 万元，在牦
牛园区为藏原公司自建的 8 栋
牛舍配套牦牛运动场 46080 平
方米。

入驻理塘县康藏现代农牧
产业加工贸易园区的理塘密奇
奇高原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因产业园区动力电和水不足，通
过县委、政府多次协调，目前已
经解决了园区生产用电，生产用
水新建投入398万元。通过县人
社局现场招聘，企业招聘大学生
就业 20 人，异地扶贫搬迁户就
业 10 人。企业目前正在积极筹
备投产工作，申请SC认证中。

今年初，理塘县财政奖补80
万元，企业自筹 80 万元支持龙
头企业和种养殖大户，购买800
吨牛羊粪等农家肥搞生产。

叶强平

理塘县

出实招为中小企业纾困

甘孜日报讯 昨（12）日，笔
者从人行甘孜州中心支行获悉，
截止5月11日，该行组织全州各
级国库部门累计为企业办理增
值税留抵退税9.58亿元，惠及全
州中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
297户。

今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
工作以来，人行甘孜州中心支行
加强政策解读，完善工作机制，
一方面强化与财政、税务部门协
调沟通，共同建立“简申报、简资
料、简手续、快通知、快退税、快
到账”的“三简三快”全州留抵退

税资金直达企业的快速响应机
制，明确了工作任务、规范了业
务流程；另一方面强化对全州各
级国库的督导，做好业务处理、
系统维护、参数设置、资金监测
等各项工作，着力在优化国库服
务层面出实招，实现企业从申
请、受理、审批、退库的全流程电
子化、便利化，做到“退税信息一
到，资金立即直达纳税人账户”，
确保留抵退税工作一体推进、同
步落实，彰显了央行助企纾困的

“国库速度”。
州人行

人行甘孜州中心支行

“国库速度”
助企纾困见实效

筑牢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铜墙铁壁

九龙县

直升机空中巡护
构筑地空立体“防护网”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从
九龙县相关部门获悉，为进一
步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巡护能
力，经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与
新疆海蓝宝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签署“森林草原航空消防服务
租机协议”，委派一架“H-125”
直升机用于九龙、冕宁、木里三
县护林防火空中巡护，并在烟
袋镇田坪子停机坪进行首次巡
护飞行。

按照协议内容，该直升机计
划保底飞行时间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今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31日，为期52天；第二阶段自
今年11月5日至12月14日，为
期40天；共计巡护天数为92天，
计划保底飞行184小时/架。

据了解，该直升飞机配备了
1 吨吊桶两只，一套 2000 瓦功
率、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的航空
强声广播以及北斗航行安全监
管终端；该直升机还配备了两名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均能熟练操
作各种设备，并能在空中发现火
情后熟练操作吊桶洒水灭火，实
现初期火“打早、打了”。为满足

飞机的使用要求，该县提供了一
辆跟随直升机野外作业且容量
至少为5吨的航油车（运油加油
一体车）。

该飞机主要执行森林草原
防火巡护和森林草原火情火灾
巡逻报警、热点核查、吊桶灭火、
吊桶训练、机（索）降灭火、火情
侦察、火场急救、火场指挥、空投
空运、防火宣传、防火科研等一
系列任务；巡护航线由飞机出租
方自行协调空管部门，也可在特
殊情况下根据该县要求按临时
航线飞行。

自九龙县“2·16”森林火灾
发生以来，扑火力量不足是该
县目前护林防火面临的严峻问
题，而合理运用科技手段，提高

“技防”水平是防灭火工作的强
兵利器，通过直升机空中巡护
这种视野更广、搜索面积更大
的巡护方式，可以极大节约人
力物力，让“技防”在“联防快
救”力量中大放异彩，在全县护
林防火重要时段、节点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张晓

奋力建设团结富裕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
贯彻落实州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乡城县不断调
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畜牧业传统养殖
方式，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积极推
广高效生产模式，实现畜禽养殖业由粗
放型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传统”养殖向“生态”养殖转变。按
照“农牧结合、种养配套”要求，推行“养
殖基地（场）+合作社+生态种植园”循环
经济模式，推动畜牧业向高产、优质、绿
色、无公害发展。截至目前，建立生态养
殖园区2个。

“散户”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标
准化建设以藏香猪、牦牛、藏鸡为主的畜
禽规模养殖场，以放养结合圈养模式，使
散户少养向集中多养发展。截至目前，已
建立规模养殖场 9 个，养殖基地 5 个，成
立养殖专合社 20 个，规模出栏比重达
70%以上。

“人工”养殖向“智慧”养殖转变。
探索建立“大数据+网络运行+动态监
管”智慧养殖模式，以互联网、RFID 等
相关技术为依托，全面打造云平台数
据中心、养殖自动化监测系统、智慧农
业物联网系统和监测智慧控制中心，
有效推进遗传育种系谱、饲料配方研
发、疫病防控监测、粪污综合治理贯穿
始终。

县政府办

乡城县

转变传统养殖
模式促农增收

2020年10月，随着工程建设推
进，甲德村一带形成“高峡出平湖”

“湖连谷”“湖中峡”“峡湖相间”的奇
特山水景观。

这片水域，当地称为天龙湖。当
天，笔者来到位于湖边高山顶的亚中
村，天龙湖的全貌映入眼帘。碧绿的湖
水如同一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高山峡
谷之间，与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今年初好消息又传来：天龙湖
要开发为旅游景区。

这意味着，普巴绒乡要端上“旅

游饭碗”了。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新家距

离天龙湖不到 5 公里的甲德村村民
卓他说：“我家房间多，当初修建时
就有做旅馆的计划，天龙湖开发让
我们的计划提前了。”

记者爬上4楼，只见每层楼的房
间已收拾得整整齐齐，新买的雪白
被褥堆放在专门腾出的一个房间，
连包装都还没拆掉。

“村民发展旅游民宿的意愿高
涨，村上更要全力以赴。”对于甲德

村的未来，泽仁桑珠信心十足，“配
合景区，全村规划为藏式风情体验
村。目前村上正在统一规划，拆除部
分违建设施，更高水平打造藏式风
情民居。”

“按照天龙湖景区的规划思路，
湖区力争创建国家级旅游景区，周边
发展高山峡谷生态游、藏家移民体验
游。当前，普巴绒乡正全力做好通道
建设、民宿打造、风貌改造、环境整治
等重点工作，为后续旅游发展奠定基
础。”普巴绒乡副乡长角初说。

依山傍水的新村
有了新打算

4月29日一早，从新龙县城出发，笔者一行驱车前往雅江县普巴绒乡甲德
村。沿着雅砻江畔蜿蜒而下，穿过一个个隧道，进入雅江县后，气温一下子高了好
几摄氏度。

走进藏在崇山峻岭间的普巴绒乡甲德村，高耸的楼房、宽大的院落，家家户
户门前停放的汽车引人注目。

种上“野菌子”大赚“红票子”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张莹 兰珍

甲德村以前背靠大山，村民靠
山吃山，通过挖虫草、捡松茸、采贝
母，每家年收入三四万元。

笔者走进 72 岁的阿俄家中，只
见一楼屋檐处还放着锄头、背篓、弯
刀等劳动工具。

阿俄原是甲德村村主任，做了
47年村务工作，“原甲德村紧邻雅砻
江，海拔2400米，全村37户117人，
住着老式石木结构的藏房，环境卫

生差，生活不算好。”
“日子要变，生活才有出路。”这

是村民们的希望。
2012 年，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需要，甲德村面临整村搬迁。新村址
距离老村1公里，海拔3000米。

从 2016 年开始，村民陆续在新
址修房造屋。2019年，37户村民全部
完成新房建设并入住，甲德村移民
搬迁工作完成。

年轻的泽仁桑珠成为甲德村村
支书。对于新村的变化，他感受特别
明显：首先，依托搬迁赔付款，家家
户户建起三四层独栋楼房。其次，工
程建设沿雅砻江打通多个隧道，重
建新龙到雅江的路，村民外出更方
便。同时，甲德村 8 人成为公路养护
员，每人每月工资 3500 元，项目建
设优先选甲德村用工，每日按180-
200元结算。

改变
整村搬迁“搬”出新机遇

憧憬
靠“水”吃水端“旅游饭碗”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