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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 剥开石榴树上白色的纸袋子，红彤彤的石
榴就呈现在眼前。他的身后，碧绿的石榴树上挂满了
白色的纸袋，一座山上白茫茫一片。今年，他的60 亩
石榴第一次迎来收获，3000 棵石榴树上挂着的果子平
均都不低于10 个。而自从
“触网”以后，村里的石榴种
植户坐在家门口就有生意上门。

沾益获省级
工业园区考核排名第一

本报讯今年以来，沾益工业园区在
“加快项
目建设、强化园区队伍、加大宣传报道、拓展融资
模式、完善考核机制、强化招商引资、创新工作方
法、淘汰落后产能”八个方面持续扎实用力，园区
各项指标稳步向好，呈持续增长态势，在此次全
省61 个省级工业园区2017 年上半年综合考核
中排名第一。
今年上半年，沾益工业园区工业生产总值
完成140 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50% ，规上工
业增加值完成27.7 亿元， 占全年目标任务
定资产投资完成17.96 亿元，占全年
50.3% ，固
目标任务53% 。
徐洪

农业小镇触网
石榴品牌打响
本报特约记者陈耀邦通讯员魏民兵文/图

红彤彤的软籽石榴。

“精细化种植才有出路”

对石榴进行包装。

白色纸袋包裹的石榴挂满枝头。

信息在线

智能果穗烘干系统落户宣威

唐启 是娜姑镇牛泥塘启 石榴 到30 元左右。”“要保质保量求品质，像 和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和技术优势，采
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在他的种植基地 唐启 的果子，五年之内保20 块1 公 用精准滴灌、套袋技术、科技防虫、使
用农家肥等种植技术，还请蒙自的师
里，几个种植大户凑在一起交流，他们 斤的批发价没问题。”
说：“ 观念要更新，舍不得投资、管理粗 金耕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傅来修剪果树和传经。吕金和说：“ 目
放都不行。”“四川、宾川、永胜的石榴卖 吕金和是金钟街道小乌龙村人，前几 前，散户种植管理水平不高，次品果
一公斤。”“ 会泽的软籽石榴 年，他凭着自己的果树种植技术，也 率很高，出不了外省，走不了高端市
16 到
18 元
具有粒大、籽软、饱满、汁蜜、味纯等特 来到了牛泥塘村流转土地75 亩种植 场。面对合作社的竞争显得非常无
点。大批量卖24 元1 公斤，零卖要26 石榴。和其他专业合作社一样，吕金 力，精细化种植才有出路。”

本报讯云南种业集团宣威公司投资5060
万元，建成300 亩育种试验基地、1 万亩种子生
产基地、1 个
“互联网+ 技术”销售服务平台、420
个分销网点、1 套全国首家产能1200 吨全自动
智能果穗烘干系统，配套建设果穗去杂、脱粒、
种子精选、包衣、包装和仓储系统，选育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秋硕玉6 号”“ 地沃1 号”等籽
粒型玉米品种5 个，进入区试的青贮玉米和鲜食
玉米新品种4 个。今年，计划生产玉米杂交种
公斤，预计销售收入9000 万元，良种销往
300 万
云、贵、川等地区。
张凡书

石榴成高端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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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石榴种植大户，不得不提发基 吨左右，减产一半。”9 月3 日，在杨勇的 州、深圳、浙江等高端水果市场。
卡村的杨氏三兄弟，杨书、杨聪、杨勇。 基地里，几个务工的农民正在忙着给石 十多年来，软籽石榴产业在会泽县
他们在昆明做了20 多年的水果批发生 榴上套、装箱。“今天第一天摘果，先扯 娜姑镇兴起，目前全镇石榴种植面积已
意，非常熟悉水果市场。三兄弟从河口 600 公斤发电商。5 公斤一箱，每公斤26 达20800 亩。很多果园都是从前的荒
拉菠萝到昆明批发，还做四川的石榴、 元，售价130 元一箱，不包邮。”
山，如今合作社流转了种石榴，曾经的
弥勒的葡萄、石屏的橘子等。正是因为 在发基卡村的石榴种植基地，杨勇 荒山上种出了价值不菲的
“金果果”。娜
看好了软籽石榴近些年来良好的市场 去年卖石榴收入28 万元，哥哥杨书卖了 姑镇有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50 余家，
前景，他们才在5 年前返乡成立石榴种 56 万元。他们在盐水村的果园里的石榴 共种植9200 余亩，每年能够解决3000
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00 余亩种植 卖了86 万元。二哥杨聪看到哥哥和弟弟 余人次农民就业问题，石榴年产量将突
软籽石榴。
的种植效果，也从昆明回来流转土地60 破4000 余吨，这些蕴含着脱贫致富希
杨勇说：“ 因为今年雨水来得早，开 亩种石榴。他的3000 棵树，今年第一年 望的
“金果果”可实现总产值1.5 亿元，
花时又受低温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掉果 挂果，产量在8 吨左右。三兄弟今年总共 可带动4 个村1033 户贫困户脱贫，成
严重，我们合作社今年的果子只有35 能摘120 吨果子，计划走北京、上海、广 为名副其实的
“致富果”。

本报讯近日，会泽县32 个水利工程项目全
部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震灾后恢复重建
该项目属鲁甸
“ 8·
03 ”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17434 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1371 万元，省级
财政专项资金350 万元，省级部门整合资金
元，自筹3007 万元。项目共修复水库1
2706 万
座，新建水库3 座，坝塘1 座，泵站3 座，水厂
，水井200 口，水窖1074 个，沟渠6 千米，
5个
管道1204 千米。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全县78 个
村（社区）262920 人的安全饮水和19110 亩的
土地灌溉问题。
陈凯金华春

“互联网+石榴”成新亮点

刚进九月，会泽人就发现，微信朋友 在盐水村，记者看到韵达快递公司 费50 万元左右。今年还未开始大量销 杨怡说，近几年的销售一直稳步前
圈又被红彤彤的大石榴刷屏了。近两 的运货集装箱卡车，直接开到果园里。快 售，已经预订了1.5 吨，总体来说不错。 进，且价格保持稳中求进，接下来将在淘
年，盐水村不少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纷 递公司负责人沈绍荣说，农产品要在网 杨怡负责杨氏三兄弟的石榴销售， 宝、麦点等多家网络平台上线，“ 今年我
纷回乡加入石榴种植和销售的大军，他 上打开销路，一是要产品品质好，二是要 业绩比较傲人，今年开局良好，9 月3 日 这边发展了下线，到目前为止我的代理
们做起了微商，在微信朋友圈奋力吆喝 进行专业的包装和推广，形成规模。在会 运来的第一批200 余箱果子均已装箱待 遍布昆明、曲靖、昭通、大理、临沧、楚雄
叫卖，开着车拉着一箱箱石榴来县城发 泽发电商卖得最好的就是娜姑石榴，去 发，分别销往省内各地、以及重庆、北 等十多个地方。今年预计销售3000 箱，
年韵达公司共卖了10 多吨，销售额连运 京、沈阳、青海、深圳、山东、河南等地。 力争实现网销营业额54 万元。”
快递。

芭蕉箐村贫困户认养蜜蜂
本报记者张袁子奇

范运行；企业选优配强业务骨干，配
小蜜蜂登上大舞台
在
“砥砺奋进的五年—
——珠江源头看发展”全国网络媒体团曲靖行活 合县蜂业管理站，做好蜂群编号、养
动中，记者来到被誉为
“中国蜜蜂文化第一村”的罗平县芭蕉箐村，看小小 殖技术培训、生产管理指导等工作，
芭蕉箐村是“曲靖市十佳美丽宜 蜜蜂产业酿造
并与合作社签订蜂产品收购协议，实
“甜蜜经济”，成长为脱贫攻坚大项目。
居乡村”，蜜蜂文化园就建于此，这是
行保底统购统销；贫困户以每户免费
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引进云岭蜂业
领取5 箱优质中华蜜蜂作为股份，加
开展的脱贫攻坚产业扶持发展项目。 中，建设占地300 亩的“蜜蜂文化 入使用。
入合作社，入股的蜜蜂在合作社下的
项目主要建设蜜蜂养殖、生产加工、 园”，由“蜜蜂博物馆”“ 蜂产品体验
养蜂基地集中饲养，盈亏共享。
展览营销、教学培训、科普教育、康体 区”“ 传统生产工艺展示区”“ 蜜源植 贫困户认养制助力脱贫攻坚
三年后，蜂群发展达到50 群的脱
“中
理疗、休闲度假观光旅游为一体的蜜 物展示区”“ 养殖技术培训区”和
贫户，把初始的5 群蜂按
“2+3”的模式
在蜂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中， 处置，即2 群无偿提供给未脱贫的贫困
蜂综合性文化园，占地面积3500 多 蜂规范养殖示范场”六个部分组成，
“企业找市场，合作社建基地，贫 户，3 群提供给合作社用于发展壮大集
于今年2 月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二 按照
亩，总投资5000 万元。
项目一期投资1000 万元实施蜜 期投资1095 万元，占地1000 亩建设 困户入股份”的模式，县农业局牵头 体经济。贫困户养殖蜜蜂所生产的蜂
蜂文化墙、蜜蜂文化街、油菜花蜜蜂 乡村旅游示范园，主要建设采摘园、 做好蜂群、蜂箱、蜂具等物质采购工 蜜，由相关蜂企收购，蜂企实行市场保
（镇、街道
）据情况、依法组建好 护价收购，实现贫困户收益有保障，产
雕塑、蜂窝工作坊等蜜蜂文化村建设 停车场、特色餐厅森木、木屋度假别 作；乡
和中国蜂箱制作交易基地建设。其 墅、游客中心等，预计2017 年底投 合作社和基地，并加强管理，实现规 业扶贫精准施策。

彩云镇高端蓝莓种植引领农业现代化进程

本报讯
（记者张译文
）联想佳沃集团 设，是一个集蓝莓品种试验、育苗、种植 200 万公斤，实现产值近2 亿元，提供就 6000 万元，建设蓝莓果品加工储藏中
彩云镇高端蓝莓种植基地位于师宗县 及学术交流、生态旅游、仓储运输为一体 业岗位150 多个，实现劳务收入300 余 心、冷链物流中心、国际蓝莓栽培技术交
彩云镇红土村。目前，彩云基地通过9 的现代化农业龙头项目，项目概算投资 万元，同时群众每年还可收入土地流转 流培训中心等项目，完善相关设施设备，
个月的建设，已投入资金7000 万元，已 1 亿元，建设周期3 年。今年1 月彩云镇 金160 余万元，其中，可带动建档立卡贫 整体提升基地蓝莓文化软实力，将曲靖
建成蓝莓种苗新品种选育和繁育基地 将1100 亩土地流转给投资方启动建设； 困户162 户656 人，户均实现增收1.2 科沃彩云蓝莓基地建设成为集蓝莓品种
株、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 3 月底前完成了基地道路硬化、供电线 万元；在这1100 亩核心示范基地的带动 试验、育苗、种植、学术交流、仓储运输、
200 亩
300 万
、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 路架设及供水管网建设。预计2018 年完 下，彩云镇将把
“建设万亩蓝莓基地，打 生态旅游、采摘体验为一体的示范基地；
800 亩
26000 株
全天候气象监测系统及全方位网络监 成品种试验基地200 亩苗木上钵；2018 造特色蓝莓小镇”作为最终的发展目标， 依托联想佳沃在品种、技术、管理等方面
控等配套管理服务设施设备，建设面积 年3 月完成蓝莓分选储藏物流中心建 从整体上提升彩云小镇发展的知名度和 的优势，打造国内一流的蓝莓种植、育苗
设；2018 年12 月完成设施蓝莓栽培基 美誉度，同时对推进彩云镇的农业现代 核心示范基地；充分利用蓝莓基地示范
共1100 亩。
该项目于2016 年12 月20 日落户 地500 亩；2019 年3 月完成旅游采摘体 化进程起到极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效应、世界蓝莓大会的影响力及佳沃鑫
彩云，由联想佳沃集团在师宗注册成立 验中心及学术交流中心建设。
据曲靖科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荣懋的营销优势，示范带动投资3 至5
的曲靖科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蓝莓鲜果 人黄存科介绍，下一步，公司还将投资 亿元，发展壮大蓝莓种植产业。

陆
良
两
商
贸
服
务
项
目
同
日
签
约
计划总投资4.25 亿元

本报讯近日，陆良县政府分别与陆良图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良易品商贸有限公司签订
图腾商业中心项目、易品农村商业中心项目，两
项目计划总投资4.25 亿元。
在中枢街道图腾商业中心按照现代商贸服
务业要求建设经营面积达3.98 万平方米，集商
场、超市、酒店、影院、餐饮、休闲、办公为一体的
现代商贸中心。陆良易品农村商业中心建设项目
预计总投资1.85 亿元，在该县所有乡镇及较大
行政村新建或改造农村商业中心，改善农村购物
环境。计划
“十三五”期间，易品连锁超市达30
家，实现全县基本覆盖，到2020 年年销售额达3
亿元。 李恒张甜妮

麒麟区开展秋季鱼病防控

本报讯为搞好秋季鱼病防治，麒麟区水产
站积极行动，重点针对六项技术进行指导，帮助
养殖户做好秋季鱼病防治工作。
加强水质调节技术指导，指导养殖户定期加
注新水，排出老水，定期对水体消毒。加强微生物
制剂推广应用技术指导，技术员介绍各类微生物
制剂的使用方法及如何根据水质特点选择合适
的生物制剂。加强增氧机使用指导，加强鱼类常
见病防治技术指导，加强饲料投喂技术指导，加
强规范用药指导，指导养殖户孰练掌握常用药物
的用法和用量。
熊英

钟山乡
“五投入”促农业增收

本报讯罗平县钟山乡根据自身优势，提出
发展规划，结合农村趋势，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
作物，“五投入”促进农民种植，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方面的投入，截至目前，
共发放补助7471 户，惠农补贴2371850 元。各项
科技经费的投入和各项样板经费的兑付，该乡开
展砂仁种植、小黄姜和万寿菊种植，2017 年农业
局共拨付小黄姜样板经费5 万元，旱育秧补助3
万元，油菜、砂仁种植经费3 万元。加大农业机耕
路建设的投入，从2010 年以来党委、政府提倡每
修一公里机耕路，政府补助资金2000 元。加大经
济林果种植补贴的投入，2013 年以来，钟山乡大
量引进核桃、板栗技术栽培，并每年按每亩补助
给栽培农户。退耕还林面积扩大、补助面
140 元
增加，到现在为止，新增退耕还林980 亩，社会造
林达26530 亩。
唐文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