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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奋力书写农业科技新篇章
荆州农业科学院院长 陈洪洲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必然要求，是荆
州实现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
有效路径。荆州农业科学院作为荆
州地区唯一一家综合性农业科研院
所，理应有所担当，有所作为。近年
来，荆州农业科学院以实施省农业
科技“五个一”行动为主抓手，突出
自主创新和科技服务两大主线，围
绕“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凝心
聚力推进五项重点工作：
一、聚力新品种选育 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山东农科
院时指出，“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
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荆州农
科院始终牢记习总书记对农业科研
人员的嘱托，不断强化在植物新品种
选育方面的传统优势，致力为农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近年来，我院共审（认）定了
农作物新品种 7个，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200万亩以上，获得国家、省、市科技
进步奖 12项，发表学术论文 42篇，
其中 SCI收录论文 3篇。这些新技
术的应用对江汉平原农业生产提质
增效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聚力 新模式 推广 强 化
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我院先后与 24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深度合作 ，结 合
16项综合性农 业 科技 研 发 项 目 ，
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22个。参
与研究的“机收再生稻丰产高效
栽培技术集成与应用”获得省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 江 汉 平 原 水 稻
全程机械化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
创新”有望获得农业农村部“丰
收 奖 ”；“ 油 菜 绿 色 高 产 高 效 生 产
模式与关键栽培技术”有望获得“神
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参与研究的
“油菜菌核病、根肿病综合防控技
术”更是列入了 2019年农业农村部
主推技术。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综
合创新能力和对三农的科技支撑能
力，我院组织 20余名专家开展了 16
项综合性农业科技项目研发与推广
服务。其中，集成推广了“油菜全产
业链、全价值链”生产新模式：在监
利县程集镇开发 7D功能型菜籽油，
在一米农业尝试“桃树 -鹅”种养模
式中插播油菜；集成推广“油菜 -中
稻 -再生稻”模式，亩产量达 1000公
斤以上；集成推广了“稻虾共生循环
农业生产技术”，实现稻谷、小龙虾
双丰收，实现产值 4000元以上；“ 棉
花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机械播种达到一播全苗标准，
出苗率 90%左右，籽棉产量达到

267kg/亩；“ 瓜 -瓜 -菜”周年立体
四、聚力农业人才培育
高效生产模式实现亩产增收 2万元 践行人才振兴工程
以上，该模式赢得了中国工程院吴
坚持着力培养农业科技推广示
明珠院士和原副省长周先旺的高度 范的带头人和农业科技进步的生力
评价，分别获得了团省委和省农业 军。2018年，我院组织专家团队分别
农村厅组织的“双创”比武第一名。
在荆州市 8个县市区，开展技术培训
三、聚力 地方优 势产业 提 与咨询 42次，服务人数达 5860人
高“双水双绿”综合效益
次，新培养帮带农业科技骨干 20名。
我院重点开展“双水双绿”模式 与长江大学等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新
研究与示范，共建立稻田综合种养 型职业农民培训，举办多期培训班。
示范基地 5个，核心示范区 5000亩， 同时充分利用省市媒体平台，通过
辐射周边 10万亩，带动全市 200余 专家访谈、三农热线、在线直播等丰
富形式传播先进技术，切实解决农
万亩。
大力开展多种绿色高效种养新模 民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五、聚力精准扶 贫 战 略 ，描
式技术研究。先后集成了 3种模式、4
绘全面小康蓝图
项技术。即：稻 -再 -肥周年生产高
监利县红城乡潭口村是省级深
质高效技术模式、稻 -虾 -鳅立体高 度贫困村，
是我院对口帮扶点。我们
效种养模式、虾 -稻共生综合种养模 着力推进产业扶贫工作，指导并协
式等。综合运用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 助成立了 4个专业合作社、8个家庭
控技术、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油菜 农场，促进 11户贫困户土地流转。
多功能综合利用技术、全程机械化轻 同时帮助该村发展虾稻和再生稻产
简生产技术等 4项技术；同时依托省 业，带领村民实地参观学习，为贫困
市级农业科研和推广部门、大专院校 户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培训，指导
及跨体系专家教授的技术支撑，构建 建设再生稻科技示范区，免费提供
种子、机械栽插，并提供全程技术指
多部门联动的农科教协同创新体系， 导。通过项目示范起到实实在在的
实行多层次的示范格局。极大地推动 科技扶贫、产业扶贫的效果，为贫困
了“双水双绿”产业发展，逐步成长为 户的脱贫提供内生发展动力。
地方优势特色产业。
（本文 编 辑 ：李 陈）

真刀真枪抓整改 全心全意解民忧
枣阳市委组织部 安梅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枣阳市面对问题，聚力整改，
采取有力措施通堵点、疏痛点、消盲
点，切实解决企业“难”、基层“苦”、
群众“盼”的问题，推动整改落实迈
向深入、改出实效。
聚焦发展短板，在整改落实上下
真功。主题教育期间，枣阳市针对招
商引资洼地效应不明显、投资环境
不优等短板，采取一系列实打实的
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优化办事
流程、减少办事环节、压缩办结时限
等措施，工程项目审批实现 100个工
作日目标，不动产抵押登记压缩至 1
个工作日一次办结，工业项目实现
50个工作日开工，企业开办全流程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一次 CA数字

证书即可实现全省通用。开通“企业
直通车”，对重大招商项目实行专班
贴身服务。枣阳市财政局对联系企
业的融资难问题，实行“一天一关注、
三天一过问、七天一督促”的跟踪问效
机制，成功为湖北啸创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落实贷款资金近 4亿元。
紧盯突出问题，在化解矛盾中求
实效。在主题教育中，枣阳市把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作为提升基层
党建工作水平的有力抓手，29名市
“四大家”领导带队对全市 18个镇
（办、区）556个村（社区）进行拉网式
走访调研，精准确定 45个基层党组
织为软弱涣散党组织。按照“一个支
部一个方案、一个问题一项措施”的
原则，对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逐个

制定整顿方案，及时进行整顿转化，
实行销号管理。目前，全市 45个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已全部完成整顿
转化工作，共清理村（社区）“两委”
干部 2人，5名村（社区）“两委”干部
因软弱涣散问题被追责问责，化解
信访积案 70余件，解决群众关心事
项 58件，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面积
1500余平方米，“软弱涣散”党组织
战斗力、凝聚力得到全面提升。
围绕群众诉求，在服务民生中见
真章。枣阳市紧扣“为民服务解难
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针对农副产品销售
难问题，枣阳市刘升镇通过开展“电
商扶贫进农村、助力扶贫解民忧”活
动，助力贫困户利用电商平台销售

小花生 3000多斤，土鸡蛋 5000多
枚，红薯 1000多斤。枣阳市公交总公
司精准对接市民乘车需求，对到达
火车站的 1路、3路公交线路的首末
班时间进行优化调整，最早 06：30发
班，最晚 22：00收班，实时对接高铁
到站时间，确保每一名到达枣阳火
车站的乘客都能坐上公交车。加大
老城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先
后实施西环二路（襄阳路至前进路）
和新华路（襄阳路至前进路）改造工
程，改造路段总长 1422米，总投资
1464.69万元，建成 50多处小公园、
小游园，6座公厕，增设 300多个垃
圾桶，不断完善老城区配套设施，提
升城区居民生活品质。
（本文 编 辑 ：黄 艳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