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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鱼又称加州鲈鱼，肉质坚
实鲜美，营养丰富，每百克鱼肉含
蛋白质17.5克、脂肪3.1克和多种维
生素。6月25日，湖州市吴兴区免
费赞助我市鲈鱼苗1.3万斤，开始
进行试养，目前长势良好，首批商
品鱼预计国庆节期间可以上市。”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促进全民
增收，我市研究制定了《促进全民
增收三年行动计划》，将发展高效
现代渔业列入“千斤粮、万元钱”
工程，作为工作重点多措并举，强
力推动，使渔业发展成为增加农民
收入的新动能和重要抓手。６月
初，我市确定重点推广节水型鲈鱼
养殖项目。目前，沙河市、南和
区、内丘县、巨鹿县、任泽区、信
都区、临城县等7个县 （市、区）
与湖州师范学院签订了鲈鱼养殖技
术合作协议，其中 6 个县 （市、
区）已开始养殖。

多举措助推鲈鱼养殖

产业发展

9月21日一大早，巨鹿县西环
环城水系寻虎段加州鲈鱼养殖基地
饲养员张勇便忙活起来了。他开上
满载二三百斤饲料的货船，在碧波
荡漾的湖面开始投喂。“这批鲈鱼
长势良好，再有俩月就可以打捞上
市了！”张勇满脸欣喜。

这块鲈鱼养殖基地共占地约
70亩，首批鱼苗由巨鹿县巨农公
司筹资 12万元从湖州订购，共有
15000尾，于7月底顺利放养。发
展高效鲈鱼养殖是巨鹿县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新举措，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

“加州鲈鱼是一种比较成熟且
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养殖新品种，
它肉质坚实、味道鲜美、刺少，营养
价值很高，还具有抗病力强、生长迅
速、易起捕、适温较广的养殖优势。”
巨农公司总经理刘彦民介绍说。

为顺利开展鲈鱼试验基地建
设，巨鹿县政府出台了坑塘基础设
施建设补助政策，由县财政出资对
鲈鱼养殖坑塘安装了围网和电子监
控设备，并制定了《巨鹿县加州鲈
鱼养殖奖补办法》。

“我每天定时定量投放饲料，
目前鲈鱼采食、生长良好，已由投
放时的100克/尾增长到现在的250
克/尾，并且成活率高达 95％以
上。”张勇说。

不仅有饲养员的精心管理，还
有专家定期进行的免费专业技术指
导。另外，该坑塘不仅水体水质良
好，还采用低密度养殖，多种有利
因素都促成了鲈鱼成功养殖。

记者了解到，巨鹿县还将通过
招商引资、政策激励、示范引领、
宣传发动等多种举措助推鲈鱼高效
养殖产业发展，计划发展鲈鱼养殖
1500亩，利用3至5年的时间把该
县打造成邢台市鲈鱼养殖基地。

鲈鱼就要变“金鱼”

秋日暖阳，一泻千里。
南和区史召乡老洪家庭农场的

鱼塘内，碧波荡漾，偶尔有几只水
鸟悠闲地在空中嬉戏、盘旋。“我
们这个鱼塘的面积一共有12亩。7
月 1 日的时候，投放鱼苗约 1.4 万

尾，现鱼塘内鲈鱼数量约为 12600
尾，鱼苗长势良好，每条大约8到9
两，预计10月份可以上市，上市时鱼
苗每条可以达到1.2斤左右，按一斤
22元计算，这个鱼塘大概可以收入
27万元，除去生产成本，赚个15万
左右不成问题，鲈鱼就要变‘金
鱼’。”看着长势良好的鲈鱼，农场负
责人胡洪波难掩激动。

“作为我市首批鲈鱼养殖示范
区，我们重点在贾宋镇、三召乡、
史召乡和郝桥镇建设示范鱼塘开展
鲈鱼养殖，制定了《关于支持水产
养殖业发展实施方案》，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全力支持水产养殖业
发展。”南和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
瑞霞说。

记者了解到，在南和区，租赁
溜子河内鼎和公司所建鱼塘养殖鲈
鱼的企业或个人，第一年可以享受
鱼塘水面面积租金减半的优惠政
策。每个鱼塘约3至5亩，每亩鱼
塘可盛放鲈鱼苗2000尾，根据当
年市场价格进行鱼苗补贴，2021年
和2022年最高可享受2000元/亩鱼
苗补贴。

同时，在留垒河、顺水河和沙
洺河两侧建设投产养殖鲈鱼的鱼
塘，可根据基础设施和水源情况，
经区农业农村局、水务局等部门认
定，引用长江或黄河水，达到鲈鱼
养殖条件开展养殖的，根据当年市
场价格进行鱼苗补贴，2020年最
高可享受 3000 元/亩鱼苗补贴，
2021年和2022年最高可享受2000
元/亩鱼苗补贴。预计到 2021 年，
全区水产养殖水面面积将达到1000
亩左右。另外，还将加强与湖州师
范学院合作，大力推进高端特色鲈

鱼养殖基地建设，对养殖户提供三
年无偿的技术指导和培训。

年内计划发展1万亩

“鲈鱼养殖技术难度不大，受
外界影响较小，效益也比较明
显。我们一般的坑塘养殖，一亩
地的效益都能达到两万块左右。”
胡洪波兴奋地说，“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捕捞了。”

鲈鱼养殖在邢襄大地蓬勃发
展，为农民增收蹚出了一条新路
子，也成为诸如胡洪波这样的农村
创业者叩响致富之门的“绿钥
匙”。在首批示范区带动下，全市
各县（市、区）鲈鱼养殖正在积极
规划建设中，不少养殖户先后加入
加州鲈鱼养殖行列。

金秋时节，步入沙河市赞善办
事处下郑村北的海跃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养殖示范基地，一幅动人的画
面映入眼帘。翡翠色的鱼塘紧紧相
连，形成了一片大大的水泊。鱼塘
内，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点缀着星星
点点的饵料，工人们正在投放鱼
食。“再过几天，就可以上市了。”
基地负责人乐呵呵地表示。

目前，内丘县、沙河市、南和
区、巨鹿县、信都区、临城县、平
乡县、隆尧县、宁晋县、新河县、
南宫市、威县、襄都区等 13个县
（市、区）均出台了《加快推进加
州鲈标准化规模养殖的实施方案》
或其他优惠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扶
持政策。“为进一步推动节水型鲈
鱼养殖发展，今年计划新增鲈鱼养
殖1万亩。”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我市把发展高效现代渔业列入“千斤粮、万元钱”工程，今年计
划新增鲈鱼养殖面积1万亩，目前6个县（市、区）开始养殖——

小鲈鱼满载致富梦小鲈鱼满载致富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永丽 通讯员杨永丽 通讯员 位静丽位静丽 刘叶刘叶

▲9月17日，冯延丰（左）和工人在车间查看野菜品质。
今年45岁的冯延丰是南和区郝桥镇东薛屯村人，曾在外从事五金生

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苜蓿芽、苦苦菜等很多以前被认为是杂草
的野菜，现在都上了市民餐桌。瞅准这一商机，冯延丰决定返乡生产便
捷即食的野菜速食产品。

2016年，冯延丰把自己家的五亩地全部种上了绿叶苋菜，同时建冷
库、厂房，购买蔬菜清洗机、真空包装机等。野菜产品一推出，就受到
不少餐饮配料批发商的青睐。

经过几年发展，冯延丰的野菜种植基地已发展到600余亩，厂房面积
达到4000平方米，年生产野菜1200吨，年销售额700万元，吸纳周边
300余人就业。

“下一步，我要多学习一些保健知识和野菜种植技术，生产出更多的
野菜产品。”谈到未来谋划，冯延丰信心满满，并表示将免费提供技术，
带动周边农民也一起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朱旭东 邱洪生 摄）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 通讯员
许金亭）笨鸡在悠闲地散步，白鹅在
啄食林下青草……日前，清河县罗屯
村林下养殖场负责人罗梦群一脸满足
地告诉记者，两年前他开始发展养殖
业，一年时间养殖场就发展到5000只
笨鸡、3000只鹅、700只大雁，还有
60多只羊的规模。每年靠卖鸡、鹅蛋
和大雁，纯收入就达100多万元。

近年来，清河县大力发展养殖
业，通过宣讲政策、邀请有经验的专
家座谈等方式，让群众学习了解家禽
饲养管理和疾病治疗等方面的知识，
引导村民依靠科技养殖和规模养殖走
上致富路，实现足不出户脱贫增收。
目前，该县有养殖户600多家，生猪
存栏近 6 万头，肉、蛋鸡存栏 59 万
只，鸭、鹅存栏近50万只。

唐辛庄村农民唐景斌家有 3 口
人，母亲患有脑血栓后遗症，孩子
正在上初中，给母亲买药的钱有时
都拿不出。为了让他脱贫致富，镇

里帮他从银行贷款，搞起了生猪饲
养。今年，他的养殖场发展到 100
头的存栏规模，仅上半年出栏50头
猪就收入了 10 多万元，一举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清河县把养殖业作为“一把手工
程”来抓，全县6个乡镇的书记都亲
自抓养殖业发展。问起养殖情况，他
们都是如数家珍。谢炉镇党委书记杜
九星说：“我们在发展养殖业中，做
到了既鼓励有一定实力的农民发展规
模养殖，又注意在资金等方面向贫困
家庭倾斜，全镇发展起有一定规模的
养殖户145家，小规模的养殖户比比
皆是。全镇建档立卡的 815 户 1853
人，今年6月底前已全部实现脱贫。”

“绿色饲养、循环利用，是清河
县养殖业的一大特点。”该县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他
们采用绿色饲养、循环利用，不但节
约了成本，而且靠着绿色品牌，产品
畅销京津冀等地区，收入年年增高。

清河

发展养殖业助力农户增收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 通讯员
李院红）“快来尝尝我们家的黄瓜，多
汁又脆甜。”来到市开发区留村办事处
善南村计春家庭农场蔬菜种植基地，赵
计春笑得合不拢嘴，“今年我种的黄瓜、
菠菜和西兰花，化肥一点儿都没用，用
了酵素肥，瓜果蔬菜实现增产，品质也
特别好，光9个大棚蔬菜就比去年多赚
了10万多。”

赵计春是善南村人，2017年1月注
册计春家庭农场蔬菜种植基地，流转本
村农户土地24亩，主要劳动力3人，年
季节性雇工 150 余人，主要从事西葫
芦、黄瓜、豆角等大棚蔬菜种植。

在蔬菜种植基地 ，赵计春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今年化肥钱省了3000多

元，一方面节约了人力成本，另一方面
施过酵素肥的蔬菜品相更好，储存时间
更长，售价也比普通蔬菜每公斤高出1
元钱，平均每亩蔬菜收入7000多元。

多年来，赵计春积攒了丰富的种
植经验，种出的蔬菜口感佳、耐储
存。对于每一位上门来“取经”的乡
亲，他将自己的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对方。为了带领大家共同致
富，他甚至把自己的销售渠道分享给
村民，帮助村民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市开发区有效整
合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促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众多赵计春们，
通过资源循环利用，让废弃物变废为
宝，走出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市开发区

同样一亩地 收入翻一番

本报讯（记者闫丽静 通讯员
贾静）每天清晨，隆尧县东良镇黄营村
村民辛会增都会早早来到村南头的玉
米地边，看着玉米的长势一天比一天
好，老辛打心眼里高兴。“儿子、儿媳在
外地工作，老伴给儿子带孩子去了，家
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每年到收种庄稼
季节，8亩地又收又种，让我很是吃不
消。”辛会增说，从去年开始，他不再像
以前那样忙了。

原来，他把家里的8亩土地全部托
管给了隆尧县桂勇农产品种植专业合
作社，从买种子到收割，他一样也不用
操心。他到合作社打工，每天能挣80多
元工资，一年下来，除付清自家田地的
托管费外，还能余下不少钱补贴家用。
在黄营村1200亩土地中，交给桂勇农产
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的有近1000亩。

“我们合作社实行‘六统一’土地
托管模式，即为农户提供技术、农资、
耕种、管理、收获、销售一条龙服务。”
桂勇合作社负责人冯建勇掰着手指头
算了一笔账，种小麦 15元，种玉米 15
元，收小麦50元，收玉米40元，粉碎秸
秆40元，耕地40元，施肥40元，农户
每年一亩地只要交240块钱，合作社就
能帮着把地种好，农民可以安心在外
打工挣钱，真正当上“甩手掌柜”。

截至目前，该县这样的合作社已
发展有10多家，实现土地托管25万余
亩。合作社推出半托管、全托管两种模
式，供农民自主选择。半托管也叫“点
单式”托管，地里种什么、土地如何管
理由农户自己说了算，合作社只提供
批发价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户可
单独购买“深耕”“旋耕”“播种”等项
目。合作社还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通过
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

“我和老伴身体都不好，种地心有
余而力不足。听说乡里有托管土地的合
作社，我就将自家的6亩耕地全部进行
托管，合作社不仅为我们减免了部分托
管费，还安排我到合作社打工，每天挣
60多块钱，足够俺们老两口零花啦！”今
年62岁的王现会，是隆尧县大张庄乡
小王庄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隆尧
县贞彦农业种植合作社了解他家的情
况后，主动为其减免部分托管费，并安
排王现会在合作社打工补贴家用。

“近年来，隆尧县积极推行土地托
管模式，既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
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也把农民从繁重
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农村
农民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隆
尧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郭立明说。

隆尧

“田保姆”让农民种地打工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 通讯员
郅凤霞）日前，巨鹿县涉及3800家农
户、1.1万亩金银花完成投保工作，金银
花丰产丰收有了气象指数保险的保障。

据介绍，巨鹿县金银花气象指数保
险服务项目，由巨鹿县气象局发起并
与承保的保险公司签订合同，金银花
种植区试点生产经营户自愿参保，多
部门共同协作，帮助生产经营户应对
极端气象灾害，将气象灾害造成的损
失降到最低。

金银花气象指数保险的理赔依据

为现有气象观测站网的气象数据，如遇
低温冻害、花期高温和连阴雨天气过程
时，只要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标
准，就会触发理赔机制，启动理赔程序。

巨鹿金银花种植面积13万亩，是
该县的重要支柱产业。多年来，巨鹿县
气象局持续开展金银花特色服务，积累
气象观测数据，定期为种植户提供服
务。此次金银花气象指数保险服务项
目，是在2019年巨鹿金银花荣获“河北
省气候好产品”称号基础上又一项气象
服务。

巨鹿

金银花有了气象指数保险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高质量赶超发展新局面

冯延丰返乡创业——

我回村里种野菜

▼冯延丰 （右二） 和工人一起在
田间采摘野菜。

连日来，河北省地矿局地质九队通
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
周一夜学等多种形式，推动市委九届八
次全会精神入脑入心，掀起学习贯彻市
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的热潮。

8 月 24 日，地质九队党委召开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专题学习市委九
届八次全会精神。通过学习，一致认为
市委九届八次全会深刻阐释了新形势下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任务、重点工
作、关键举措，提出的“一三五十”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思路，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

全市工作的行动指南。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贯彻落实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来抓。

各党支部迅速行动，将学习贯彻市
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与“周一夜学”相结
合，与地质工作实际相结合，组织党员干
部认真学习，就贯彻落实好“一三五十”
总体思路、发挥好地质工作的基础作用、
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
交流。特别是就组织实施好城区集中式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优化调整

等项目展开了热烈讨论，切实统一了思
想，凝聚起干部职工为坚定不移推动我
市高质量赶超发展贡献地质智慧、地质
方案的信心和力量。

9 月 4 日，地质九队党委组织所属
各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各支部书记
以“学习全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
题讲专题党课，重点围绕“一三五十”
总体思路、三项党建目标、六大工程内
容展开授课。专题党课结束后，党员围
绕“学习全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党
员怎么看、怎么办，开展专题研讨。大

家结合工作实际和岗位实际，提出了一
系列富有成效的意见建议。要在风气、
观念、作风、标准、责任、规矩等方面
对标对表，查找存在问题，本着“跳一
跳，够得着”的原则，作出“我为高质
量赶超发展贡献力量”的承诺：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干就干到最好，以超越
常规的力度实现弯道超车，以高质量的
地质工作全力服务我市高质量赶超发
展，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中心城
市建设。

（任文超 王鸿卓 于路伟）

河北省地矿局地质九队

多种形式学习贯彻市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

9月20日，邢台市第四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沙河市开幕，
沙河市税务局组织政策宣传小分队到演出会场，向参演队伍、参
展企业及各届参观群众宣传减税降费政策。 (崔静宜 摄)

沙河市税务局走进旅发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