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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麦跨区机收即将启幕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农业部获悉!

.3-4

年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工作将由

南向北拉开序幕" 为打好#三夏$小麦跨

区机收这场攻坚战! 日前! 农业部召开

#三夏$ 小麦跨区机收工作视频会议!分

析了今年小麦跨区机收形势! 明确了目

标任务!部署各项工作措施%各地农机部

门加强机具检修&机手培训&供需协调!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一是机具准备基本到位" 各地组织

农机人员深入乡村和生产一线! 指导农

机手抓紧对农机具进行检修! 目前已检

修各类机具
433

多万台'套(% 预计今年

全国投入#三夏$生产的稻麦联合收割机

达
44

万台! 其中参加跨区作业的达
53

万台以上% 河南省预计今年新增小麦联

合收割机
4333

台以上!参与夏收的省内

外联合收割机将突破
-/64

万台%

二是机手培训基本到位% 各地按照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粮食机械

化收获作业质量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

强对农机手的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提

高其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湖北省结合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培训项目!重

点对新购机农民开展农机驾驶&操作&维

修保养技能培训! 已培训农机手
76-

万

余人%

三是服务保障基本到位%

5

月中旬!

农业部通过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的#农

机跨区作业服务直通车$ 系统发布了
-#

个省的小麦机收作业市场信息!推动农机

户与小麦种植户进行供需对接%

58

万张

)农机跨区作业证* 已在
8

月份免费发放

给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山东省农机部

门与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联合下达了关于

组织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通告!为跨区作

业有序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江苏省农机

局继续深化与中国石化江苏分公司的战

略合作!全面推进农机作业用油#三优一

免$'优惠供应&优先加油&优质服务&免费

办卡(的保障供油措施%

下一步! 农业部将加强麦收进度统

计和信息发布工作! 指导各地搞好机具

供需协调!努力加快小麦收获进度!确保

颗粒归仓% !龙新"

这是
4

月
.4

日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五镇航拍的麦收现场# 近日$我国夏粮主产区小麦作物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收割#

新华社 发

项城市李寨镇

!三夏"工作突出!早"

本报讯 连日来! 项城市李寨镇

抓住当前小麦即将成熟的关键时

机 !对 #三夏 $工作早准备 &早部署 &

早行动 !确保了 #三夏 $工作稳步推

进%

一是早准备 % 该镇举办农机手

安全知识培训班
8

期 ! 培训农机手

.33

多人+抽调农业中心
/

名农机人

员 ! 深入村户检修农机具
..3

余台

'部 (+协调供销 &农业 &信用等部门

储备汽油 &柴油
7333

多吨 !农药 &农

膜
5333

多公斤 !玉米 &芝麻 &大豆等

夏播种子
-3333

多公斤!发放小额贷

款
.83

多万元% 二是早部署% 该镇根

据麦情 ! 及早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

的 #三夏 $ 工作领导小组 ! 制订了

)#三夏 $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了镇 &

村两级党员干部工作职责 ! 建立健

全了督查 &奖惩等制度 !召开了全体

镇 &村干部参加的 #三夏 $生产动员

大会%三是早行动% 该镇根据各小麦

地块特点 !按照宽视野 &全覆盖的原

则 ! 在全镇设置搭建防火棚
/3

多

个 !并采取发放宣传单 &悬挂过街横

幅 &出动宣传车等方式 !大张旗鼓地

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 夏种夏

管各项知识技术 !全力做好 #三夏 $

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 !该镇已出动 #三夏 $

巡回宣传车
/

辆次 ! 悬挂过街横幅

43

余条 '幅 (!发放禁烧宣传单和夏

种夏管明白纸
-3333

多份!全面掀起

了#三夏$生产工作热潮%

!薛全伟 张金成"

!!!!!!4

月
./

日$河北省河间市孙庄村农民在麦田里查看小麦长势#

日前$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厅获悉$由于播种基础扎实$管理措施到位$目

前河北省
584364

万亩小麦长势良好$若后期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夏粮可望

实现丰产丰收#

新华社 发

夏粮丰收在望

沈丘县新型农民华丽转身本报讯 近年来!沈丘县坚持#新农

村建设人的新农村$&#新农村先育新农

民$的理念!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现代复合型农村人才,,,新型农

民!他们得到-阳光$后迅速实现华丽转

身!竞相-灿烂$亮相%

阳光培训!造就-科技型$农民% 眼

下!在沈丘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针对农

民工进行免费培训的-阳光工程$正开展

得如火如荼% 目前!该县
#/33

多名青年

农民通过培训! 掌握了一至两门实用技

术!他们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型$农

民!致富后带着资本回乡创业!领跑农村

经济%

做强产业!培育-两栖型$农民%该县

把发展招商引资& 壮大民营企业作为重

头戏来抓! 千方百计为农民提供就业机

会% 目前!全县民营企业已达到
"#"8

家!

农民闲时挣钱!忙时种田%如今!已有近
7

万多农民找到了就业门路! 他们每月收

入都在
./33

元以上!成为-乡村蓝领$%

招商引资!带动-回归型$农民%目前

该县在外创业资产达
/33

万元以上的就

有
-.33

多人% 为吸引外出人员带资金&

带技术&带信息等资本-打包$回乡创业!

该县实施了-回归工程$% 对外出人员返

乡要求办企业的广开-绿灯$!农发行&信

用社等金融部门优先扶持资金!工商&税

务&城建等职能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并按

照有关政策减免税费%目前!该县返乡创

业的民营企业家已有
/33

多名! 共兴办

各类项目
.#8

个!投资
56-

亿多元!安排

就业
-5333

多人%

新农村建设!涌现-现代型$农民%在

沈丘县农村不难发现! 当地众多富裕起

来的农民! 不仅经商有道! 而且追求时

尚!争做-现代型$农民%在他们中流行的

-上网$找信息&-刷卡$做生意&-私车$谈

业务&-健身$保身体的新-四样$更是让

人耳目一新% !王向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