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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过去地里的秸秆是如何处置

的，长春市九台区龙家堡村农民孙国福撇

起了嘴：“那时每到秋收之后，大量秸秆没

处放，只能就地烧了，别说地里，就连村里

都是燎荒的味儿。”

秸秆焚烧污染大气，如何实现禁烧，这

一直是治理难题。2016年，国家发布了《关

于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促进耕

地质量提升工作的通知》，选择部分地区重

点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九台区

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目前秸秆禁烧情况

如何？秸秆综合利用成效怎样？近日，记

者在农民家中、秸秆回收企业进行了采访。

严格禁烧 实现“零火点”

走进九台区龙嘉街道龙家堡村，秸秆

禁烧的宣传条幅、刀旗随处可见，在禁烧

治理上也到户到人，时时巡逻，这就可以

及时发现问题，处置问题。“首先制定网格

化管理办法，所有的乡村社干部包保到

户，实行昼夜巡逻。”九台区农业局副局长

赵树文说。

九台区从2016年开始实施秸秆禁烧，

全区自上而下层层设立领导机构，签订了

禁烧责任状，把禁烧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

地块。这样建立起来的“区督查、镇负责、

村管片、组包户、户联防”网格化管理责任

制，对全区2384个网格实行严防死守，引

导广大农民自觉参与秸秆禁烧工作。“今年

还没听说哪家烧秸秆了，空气好多了。”龙

家堡村村民陈淑兰说。

“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留一片

黑，保持零火点……”九台区副区长李树国

说：“九台区现在基本杜绝了露天焚烧秸

秆，农村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秸秆还田 反哺黑土地

秸秆不烧，怎么处置？李树国告诉记

者：“秸秆还田变肥料，不仅让土地穿得暖，

也让土壤‘吃’得好，还防止了风沙风化，这

样的效果千金难买。”

九台组织农业技术部门进行秸秆模式

推广，结合农民的土地使用实际，根据保护

性耕作应用推广情况，以及农民在应用过

程中的认可程度，选取大面积适合机械化

作业的地区，采取政府统一实施的方式，集

中开展了秸秆深松还田、堆沤还田以及宽

窄行耕作等模式的秸秆还田示范推广项

目，最大限度地实现秸秆无害化利用。

2017年，九台区秸秆还田量达到41万吨，

占秸秆产量的31%。

秸秆作为有机肥还田，利用量大，既解

决了秸秆处理难题，又能改良土壤。秸秆

制肥，以肥养田，取之于田，用之于田，形成

了良性循环，促进了粮食增产。

变身燃料 提高利用率

秸秆禁烧，不仅要“堵”，更重要的就是

“疏”——让农民的秸秆有出口，才能真正

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九台不仅让广大农

民了解秸秆的多种用途，还鼓励收贮利用

企业就近就地将秸秆粉碎压制固化成型，

发展秸秆固化成型燃料产业，替代煤炭等

燃料，推进秸秆固化燃料规模化利用。

在九台区龙家堡村，家家户户都用上

了秸秆燃具炉取暖做饭，这种燃具炉所用

的燃料就是玉米秸秆压块。提起新的燃具

炉，57岁的村民孙国福竖起了大拇指，“这

个炉子连着暖气、火墙和火炕，早上做饭烧

上半个小时就热，屋里始终保持在20多摄

氐度，还特别环保。”

孙国福今年种了两公顷地，秋收后，玉

米秸秆就推放在地里，等待秸秆加工企业

来将秸秆打包回收。其中有大约两吨的秸

秆会在地里直接压缩成块，供农民运回家

用做整个冬季的取暖。农田里的剩余秸秆

也有人专门处理，企业全部直接压缩打捆

回收，加工成饲料、电热厂燃料。

如今，得到实惠的不仅是龙家堡村，九

台区在龙家堡等10个村安装炉具5091户

（套），柴草不进屯，压缩的秸秆块耐烧、清

洁，实现了生物质燃料取暖做饭的新革命。

循环农业 开启绿色模式

昔日无处安放的秸秆，如今变成了“香

饽饽”。九台区隆达兴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加工车间内秸秆正在粉碎膨化，打碎的

秸秆散发出清新的味道。碎秸秆通过传送

带送到压缩机内，压缩成型后自动打包。

“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种地之前，我们厂可

以加工秸秆2万多吨，每个机器一天可加

工20吨饲料，牛羊可以直接吃。”厂长黄志

民介绍说。

隆达兴养殖合作社有肉牛500多头，

每年使用饲料1.2万吨，余下饲料全部外

销，主要销往海拉尔、通辽等地。养殖场还

新建了 1.5 公顷的鱼池、饲养蛋鸡 5000

只。在养殖场，通过秸秆膨化饲料过腹增

值饲养牛，牛粪经发酵饲养蚯蚓，蚯蚓喂

鱼、鸡，过去不起眼的秸秆，如今让隆兴达

养殖场走上了一条生态循环农业可持续发

展之路。

2016年5月，九台区政府与长春长拖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定了投资10亿元

战略协议，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周围、长吉

北线、高速公路两侧的黑林子、甘家等10个

村，建设10个综合利用产业园，每个园区加

工能力在1000公顷以上。目前，已完成的

10个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园投产达效。

走进长春长拖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九台分公司基地，大型秸秆处理设备正在

对收集好的秸秆进行处理。这些秸秆将被

加工成燃料、饲料等。基地负责人张强表

示，基地一年可收集10万吨秸秆，每年加

工的秸秆燃料供给农民和发电厂使用。据

介绍，秸秆加工为生物质燃料后，每吨平均

价格可达400元至500元。

另外，九台区始终坚持秸秆肥料化、饲

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等“五化”利

用，2017年，九台的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

工作被列为全国20个样板县之一。2018

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以上，促进了

农民增收，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有效减轻了秸秆焚烧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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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超

又是一年丰收季，离新年还有一个多

月，尹殿伟就发出了新年的邀请——请同

去法国考察学习的伙伴们在他的合作社里

相聚。

尹殿伟，这位学农出身，经商有成的东

北汉子，如今是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双

榆村欣铭合作社的理事长。

1999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

专业毕业后，尹殿伟选择了经商，先做边贸

生意，后来又做装潢，多年的努力让他实现

了资本的原始积累。2009年，凭着对家乡

沃土的眷恋，对现代农业前景的憧憬，他回

到了家乡，立志在家乡这片黑土地上再创

一份新事业。

弃商务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对农业的陌生。虽然从小生长在农村，虽

然学的是植物病理，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基

本技能却没有很好掌握。从业之初，带给

他的并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但“门外汉”

立志成“土专家”。尹殿伟的“倔”性格让他

没有放弃，他向有经验的农户请教、出外考

察，自己不断地学习。

“我们这农业格局还是小户包产，没有

统一的管理模式，成本高，产量低。大部分

都是老年人和妇女在家种地，没有技术，不

懂科学种植，不懂合理调整种植结构，缺少

领头人，我希望成立一个组织，吸纳更多的

人加入，抱团取暧、互利共赢，让家乡父老

早日脱贫，生活有所改善。”尹殿伟说。

2015年，他将自己现有的资金全部投入进

来，购买农机具，成立了长春市欣铭农民专

业合作社。

合作社管理采取“公司+合作社+农合”

的模式，同时，该社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提

供有机专用肥、统一技术服务与指导、统一

植保和统一回收等“五统一”措施，为社员

服务，保障农民种田高产丰收。

尹殿伟的合作社现在已是国家级示范

社，他在发展合作社自身的同时，积极引导

周围群众，帮扶困难百姓，解决了附近农村

剩余劳动力。推出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惠

民工程，让利于民。成立了无人机植保飞

防服务队，让群众不出力一样种好地，推动

了当地农业机械化进程，在当地成为一名

小有名气的农业致富带头人。

“现在村里向合作社提出入股和打工

要求的村民越来越多。”尹殿伟说，乡亲们

的依赖，又让他多了几分使命感和责任感。

“合作社刚成立那会儿只有9个人，十

几公顷的土地，农机具也不多，现在合作社

有101人，流转了100多公顷土地，各种农

机具几十台，每年在合作社干活的固定中

老年工人就有30人左右。”尹殿伟笑着说。

今年6月，尹殿伟参加了省农业农村厅

和省外办共同组织的赴法国学习考察。他

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参观了几家农场及农

业试验基地，走到田间地头，听他们讲如何发

展，如何坚持做有机农业，以及欧盟组织和本

国对农业健康发展、农产品安全的重视与支

持。在几十年前如何改变思想，改变农业经

营模式，注重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及健康的

重要性。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只有

保持好环境，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才

能取得人类健康与进步。很多农场已发展农

业全产业链的模式运营，从源头把关控制农

药、化肥的使用，不用或少用；提高农业机械

化程度，减少生产成本的增加；实施土地休耕

轮作，以保护好耕地的持久性。另外感受到

法国农村的人居环境及植被覆盖率，非常好，

有一种田园风情，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的。我们作为新一代职业农民，有责任、有义

务为我国农业发展，为美丽乡村建设，为创造

生态宜居的环境而努力。”

如今他的合作社形成了以大田玉米、

大豆种植，全程机械化服务，露地果蔬生产

加工贮藏，农超对接，互联网销售为一体的

农业产业体系，正朝着农业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目标前进。

家 乡 沃 土 创 新 业
——记长春市双阳区欣铭合作社理事长尹殿伟

本报记者 张力军

2018年 12月 17日，通化县光华镇东

升村的天还没亮透。一辆柴油车的轰鸣声

划破了小村的平静。

上陡坡、绕山路……柴油车宽大的车

胎，在东升村到三岔河的路上压出了深深

的车辙。

杜铁军在半山腰的两间房前停了车。

这是他的蓝莓烘干室。

而面前这台烘干机，是他在网上花了

近2万元新购的烘干设备。

这座小山，就是杜铁军的家庭农场所

在地。

杜铁军，出生于通化县东升村。多年

前，退伍后返乡创业。2010年，他看好了

东升村的自然优势，决定涉足农业。

几年后，他带着乡亲们大力发展农业

特色产业，先后发展蓝莓200亩、红松果林

300余亩、大榛子300亩、大豆500亩、白菜

35亩、萝卜37亩、人参700余帘。2016年

成立通化县蕙源家庭农场，2017年成立丰

源松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杜铁军在山间穿行，仔细检查着他3

年前嫁接的红松苗。

“现在这片红松基本可以不再投入了，

再等几年，就能见效益了。”杜铁军笑着说，

要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必须先自己做好，起

到示范作用，让农民看到收益，看到效益。

3年前，杜铁军种的蓝莓，今年就成了抢手货。

春天，得知今年蓝莓产果，早早有企业来做了部分收购订单。

7月中旬，蓝莓采摘季，来自各地的企业，在地头等着“抓货”。

见微知著，杜铁军只是光华镇创业者之一。光华镇有着丰富

的红色历史资源，蓝莓、大榛子等生态农业发展也日趋成型。

谈起未来的打算，杜铁军说，未来还是要利用生态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以融合红色实践教育、休闲观光体验、特色餐

饮服务及绿色有机种养为基本发展基调，带着更多农民奔向

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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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磐石市牛心镇长条村，贫困户高秀生妻儿残疾人补助的问

题解决了；贫困户张志文的木耳也销售出去了；贫困户于凤兰养蜂

所需的砂糖也有了着落……这些在长条村发生的大好事，村民们

都要好好感谢第一书记谷朝阳。到长条村的第一天起，谷朝阳就

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心一意地与村干部和广大村民交朋友、为

村民办实事。

谷朝阳是吉林市总工会驻牛心镇长条村的第一书记。长条村

距磬石市区20公里，四面环山，人均耕地0.25公顷，全村人口235

户、1032人，有贫困户 37户、51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15.75％和4.94％。这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是个无集体收入、

无良好产业发展项目、无良好村级办公环境的省级贫因村。

2016年3月，谷朝阳一到这里就马不停蹄地挨家挨户走访，

根据村里实际情况制定出多个扶贫措施，想方设法增加村集体

收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谷朝阳将村情民意摸清吃透，为精准扶

贫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了基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

“一屯一策、一户一法，因人施策、因户施法”工作路数，并制订出

脱贫计划。

谷朝阳先后确立了以芦笋大棚园区建设和黑木耳、辣椒、甜玉

米种植以及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为主的脱贫产业发展规划。争取

到吉林市总工会帮扶资金47万元，建设起26栋芦笋大棚。投入

45.6万元，在村部为村集体建设总装机容量50.88KWp光伏发电设

施，实现年收益5.8万元。还与村“两委”班子积极争取到投资116

万元，为全村贫困户每户安装了装机容量3.18KWp光伏发电设备，

仅这一项，每户的年收益达3000元至3600元。

谷朝阳在帮扶工作实践中，深切感受到，扶贫脱贫不仅要在产

业项目上精准发力，还要在全村的软件硬件上下功夫，不断改善村

部的办公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带领村班子，按照“八有”标

准，完成了文化活动场所和村部改造项目；建设文化广场、村部及

卫生室改造300平方米，还建起了图书阅览室。村里也修了6000

米长的石砌边沟，安装太阳能路灯、铁艺围栏，新建东兴隆屯文化

墙和文化广场，修了长条屯和东兴隆屯巷路。

近两年来，这个省级贫困村开始蝶变，自2016年以来，村

里贫困户种的芦笋由于引入的品种好，资金到位，加上种殖管

理科学，芦笋每年都获得丰收，当看到贫困户当着收购商的面

满面春风般数着钞票、见到了经济收益的情景，谷朝阳的心里

乐开了花。

“自从谷书记来我们村后，想方设法给村民增加收入，领着大

家干事创业。现在村里环境好了，收入也增加了。”村民赵万福提

起自己家里的变化和村里的变化不禁要给谷朝阳点赞。

“朝阳”扶贫记
本报通讯员 潘洪伟 本报记者 冯超

深入乡村开展保护电力设施宣传活动

本报讯（刘宏宇）近日,梨树供电分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保

护电力设施，防外力破坏宣传活动。公司负责人带队深入农村、乡

镇向百姓宣传安全用电知识。他们充分弘扬供电企业“相互关爱

共保平安”的企业文化，为保农村用电平安努力发挥积极作用。

三农短波

狠抓干部作风建设

本报讯（刘刚）最近，通榆县乌兰花镇政府组织全体机关干部

学习“机关干部作风建设实施方案”。他们狠抓机关制度建设，不

断完善落实管理制度、值班签到考勤制度、请假登记制度，外出报

告制度等，由镇纪委部门牵头成立专门督查小组，对机关干部开展

不定期的作风督查。此举增强了全镇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各项规

定、加强作风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精准扶贫见实效

本报讯（姜天哲）今年以来，农发行白城市分行营业部不断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精准扶贫，目前已取得良好实效。年初以来投放

贷款1.06亿元，支持洮北区45个贫困村引水工程改造，支持扩建

农村公路531.59公里，改造危房2358栋，受益人口5638人。

九台区玉米秸秆经打包机打包成捆，由秸秆利用企业统一回收。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