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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
龙头企业等新型经济组织是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面对“谁
来种田”“怎样种田”的时代命题，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以土地流转和托管等为
载体，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有力推
动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激活了现代
农业“一池春水”。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是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笔下的家乡襄州。
湖北襄州自古就是农业生产的沃野，
如今更是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县，全区
粮食复种面积 313万多亩，粮食总产
常年稳定在 27亿斤左右，素有鄂西北
粮仓之称。

近年来，面对“谁来种田”和“怎样
种田”的现实问题，湖北襄阳市襄州区
以土地流转和托管等为载体，大力培
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有力推动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激活
了现代农业的“一池春水”。

规模经营主力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适应能

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
农业转型的助推器、农民增收的金钥匙

4月9日一大早，襄州区张家集镇
史畈村10组村民韩居正就来到襄州区
双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合作社理事
长肖逾商议 300亩小麦的植保和机收
事宜。

68岁的老韩流转了300余亩田地
建了一个家庭农场，一直由老两口打
理。由于地多人少，从2014年起，他将
家庭农场交由双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
全程托管，享受买种、旋耕、播种、管理、
收割、售卖一体化服务，“从种到收都不

用操心，服务费在粮食收购时结算，与
过去个人种植相比，每亩可增收近200
元”。“进行土地托管，又省钱，人还不受
累。”老韩算了一笔账：按照托管协议，
每亩机械插秧收费60元。如果请人插
秧，一亩地要付插秧工钱 160元，加上
用餐等开支，每亩田最少需要200元。

当日，周垱村村民周根旺也与双丰
收农机专业合作社签订了60亩田的小
麦机械收割与中稻机械插秧委托合
同。与老韩不一样，周根旺还是合作社
的农机手，“除了种地收入，一年在合作
社开农机的收入也有5万多元，一点也
不比去外地打工差”。

“当前农村土地为农民承包所有，
但千家万户分散生产，无法应对外出务
工、留守劳动力老化、传统生产模式效
率低下等问题的挑战。”襄州区农业农
村局总经济师潘登分析说，“在此情况
下，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耕、种、收、管、售
等系列服务，既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问题，又可将先进的品种、技术、装备等
要素导入农业生产，有利于助力农业绿
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肖逾介绍，按照农户的不同要求，
经过与农民们协商，他们确定了三种托
管方式：一是全程托管。合作社为农户
提供耕、种、收、管、售等系列服务，服务
费在粮食收购时结算。二是劳务托
管。农户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劳
务项目委托给合作社承担，农户负责种
子、化肥、农药、水电等全部投入。三是
订单托管。农户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某
个时段的劳务项目委托给合作社，合作
社按劳务项目获得报酬。

“三道菜”端出来后，农户根据自家
情况“点菜”：一部分老年农民选择劳务
托管；有劳力、有技术的农民选择订单
托管；更多农民选择全程托管。目前双

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158人，
拥有农机454台套，作业范围覆盖30多
个乡镇，12年来共计托管 9万余亩田
地。

过去，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农田
出现季节性撂荒。怎么办？为解决这
一难题，襄州探索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探索托管或半托管的典型社会
化服务模式。疫情期间，该区组织100
多家市级以上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
田间植保、农资供应、技术培训等托管
服务，小麦“托管服务”面积达到100多
万亩，帮助农户把失去的农时抢回来、
落下的农产补起来。

“发展农业，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
环节。”襄州区委书记黄进介绍，以生猪
为例，多年来，襄州生猪出栏百万头以
上，但产粪多、产值少，农户收益少，地
方政府环保压力大。要解决这一类问
题，需按照政府支持、企业联动、银行帮
扶、农民参与的产业发展模式，在区、镇
两级政府支持指导下，吸引农户参与其
中，分享产业链带来的利益，并通过提
高附加值来规避种植养殖风险，从而带
动更多农民共同致富。

“通过进一步规范化运营引导，襄
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适应能力
和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农
业转型的助推器、农民增收的金钥匙。”
黄进介绍，目前该区已实现农、林、牧、
副、渔全农村产业覆盖和产前、产中、
产后全生产环节覆盖。

智慧农业地生金
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成熟的经

验“组装”成农业标准，推广到农业生
产和经营活动中

襄州区龙王镇禾嘉鑫农机专业合

作社生产车间，只见理事长白世文和
社员们正在生产生物菌肥和育秧基
肥，为即将开始的中稻机械化育苗做
准备。伴随着隆隆机声，一座座小山
一样的原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等程序，
成为一包包合格的生物有机肥。

“我们将回收的优质秸秆做成牛
饲料，剩下的做成生物菌肥。”白世文
说，这些生物菌肥的原料都是牲畜粪
便与回收的一些农作物秸秆，经过轧
断、粉碎和高温发酵等程序加工而成，
不仅育苗效果好，对当地土壤也起到
了改良作用。

白世文带笔者看他利用生物菌肥
育的秧苗，一小块地中，绿油油的秧苗
随风摇曳。“土地好了，苗子才会好，农
作物才能高产。已经有上海的企业看
中了我们这项技术，正在跟我们谈合
作。”白世文说。

禾嘉鑫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承担
龙王镇 2万多亩水稻田的育苗工作，

“统一育苗、统一机插、统一田管、统一
机收、统一机耕”的一条龙服务不仅减
轻了农民的春耕备耕负担，也为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排排现代化蔬菜大棚整齐排
列，一垄垄时令蔬菜青翠欲滴，一辆辆
蔬菜配送车来回穿梭……位于古驿镇
罗岗村的襄州驿寨蔬菜专业合作社种
植基地，各种时令蔬菜长势喜人。

古驿镇地处鄂豫边界，属于典型
的鄂北岗地，素有“旱包子”之称。
2014年，驿寨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司应忠流转了300多亩地，建起200多
个钢架大棚，并配套建设了田间道路、
沟渠、保鲜冷库。

老司还带头成立创新工作室，聘
请两位农学院教授担任技术顾问，进
行田间指导，提供优质品种、种植技
术、科学管理等信息。合作社引进了
结球茴香、苤蓝菜等新品种，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迅速占领市场。老司打
趣道，“由于使用了绿色无公害栽培新
技术，蔬菜没有打广告，也没有做宣
传，长在地里就被定了‘娃娃亲’，很多
外地客商上门收购”。合作社还开通
了网上超市和 7家实体超市。在老司
的示范带动下，古驿镇蔬菜种植规模
逐年扩大，昔日的“旱包子”变成了“菜
篮子”。

襄州区区长刘明锋介绍，“襄州新
型农业合作经营主体的经营理念已经
由依托资源优势向依靠科技创新转
变”。各经营主体不再单纯依赖农业
资源优势，越来越重视把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把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成熟的经验“组装”成农业标准，推
广到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专家院士，一
头连着田地，襄州区充分发挥专家院
士工作站作用，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全
新的科技理念和要素。

襄州区幸达鑫家庭农场 800多亩
田间安装了 62个摄像头，农场负责人
李涛坐在办公室看电脑就能掌握农场
每一处农作物的长势。卫星导航、无
人机飞防、智能农机等现代化设备的
运用，让襄州区农业越来越智慧。襄

州区祥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新引进的
油菜精播机，一台机械一天可播种 80
亩地，同样一亩地，种子比过去节省
50%，肥料节省20%，预计增产60斤左
右。目前，襄州区农作物机械化综合
作业率为 89.37%，主要农作物机械化
作业率为 91.67%，农机装备数量、大
型先进设备及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平
位列湖北省第一。

农业提质新引擎
创新合作模式，引导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优势特色
产业做大做强

这几天，襄州黄集镇耿寨村村民
耿德平一直在自己的小麦地里忙碌
着。过去，耿德平种植普通小麦，虽说
产量高，但总是增产不增收。今年，耿
德平依靠湖北丰庆源粮油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的“强筋”小麦品种，订单种植，
再也不愁销路问题。

企业下订单，农民来种植，以每斤
高于市场价0.05元回收。订单式种植
模式为农民带来了增收，也为企业带
来了高品质的原粮。因为小麦品质
好，丰庆源粮油的面粉比普通面粉每
斤高出1元钱，且供不应求。

眼下，丰庆源粮油除自建 2万多
亩小麦原料种植基地外，还借助农产
品品牌+基地模式，带动 20万亩高质
高效水稻和 6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种
植，以高于市场价的方式向种植户收
购原粮，每年促农增收近千万元。湖
北丰庆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帅介绍，“我们探索‘公司+基地+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模式，构建
起‘种植、收购、仓储、加工、销售、贸
易、物流’一体化农业全产业发展链
条”。

一走进正大襄阳的工厂，一股香
浓的卤肉味扑面而来。正大食品（襄
阳）有限公司熟食厂厂长黄艳霞介
绍，“这条全自动化卤肉生产线，真正
实现了工业化、智能化、标准化生
产”。

在襄州区推动下，该公司调整发
展思路，投资 40亿元进行全产业链打
造。上游，建成 30万亩饲料原料种植

基地，10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中游，
引进全球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屠宰生
产线，日屠宰量可达 3000头；下游，建
成了蒸饺厂、卤制品厂等终端产品
厂，形成一个闭环产业链。如今，正
大襄阳 20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正在
抓紧建设中。

正大食品（襄阳）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石娟介绍，“我们以襄阳食品厂
为中心配套建设现代化物流园，将在
湖北建设 5000个新餐厅和 1000个零
售店，向终端、零售发展，真正实现产
业链闭环”。

正大襄阳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化的标杆。目前
襄州区已经形成以正大襄阳、襄阳新
希望为龙头的“种养+”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模式，以襄阳鲁花、丰庆源粮油、
乐峰米业等为龙头的“种+养”订单产
销融合发展模式。“一桌菜、一壶油、
一袋面、一提米”的品牌效应逐步放
大。

“公司+合作社”“公司+家庭农
场”还促进了襄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蓬勃发展。在企业与专业合作社
带动下，襄州已形成与之相配套的优
质水稻、马铃薯等六大省级以上标准
化板块基地，种植总面积达270万亩。

解决持续发展难的问题，襄州通
过政府注资、企业投资、银行贷款、农
户出地，创新政府、企业、银行、农民

“四位一体”的投融资模式，解决了产
业链建设难题；还创新“政府税收+银
行利息+农户收益+企业盈利”互利互
惠分配模式，让政府获得税收收益，
银行获得利息收益，合作社及农民多
元化受益，企业获得投资综合效益。

“通过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以及农产品品牌建设，力
争到 2022年，全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达到 70家以上，产值和经营收
入分别达到 350亿元和 300亿元。”刘
明锋说。

黄进表示，“创新合作模式，引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延伸产业链条，把
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
市场相结合，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襄州正从‘积累量’向着‘提升
质’转向”。 (经济日报)

以改革举措破解“谁来种田”难题
——对湖北襄阳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情况调查

为实现更高价值的移动出行，广汽
传祺于 2020年 10月推出了GS3的家族
版本GS3 POWER，造型更时尚、型格更
动感、动力更强劲，上市以来收获好评无
数，连续多月月均销量均在 5000 台以
上。

为满足更多元化的市场需求，3 月

20日传祺GS3 POWER新增了 7万、8万
级两款入门版车型，动力再升级，价格更
优惠。其中，235T 手动劲取版市场指导
价 7.88 万元，270T 自动劲爽版 8.88 万
元。此外，新车上市带来多重购车豪礼：
凡在广汽传祺 APP 下订 99 元即抵 688
元，3888元现金抢先礼，超级 0首付，至

高送3年交强险和百万驾意险。
动力更澎湃 价格再优惠

1.5T四缸发动机+全新爱信 6AT变
速箱，黄金动总要十万？GS3 POWER
价格更优惠。作为传祺SUV家族中的劲
省“小钢炮”，出道以来备受年轻人青睐，
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全面劲击小
型 SUV 市场，GS3 POWER 在原有的动
力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油耗更省、动
力更强劲、价格上更优惠，实为年轻人的
首选。

2021款传祺GS3 POWER 270T 自
动劲爽版搭载了 1.5T发动机，匹配了爱
信 6AT变速箱，达到了同级最大 265 N·
m扭矩，同级领先124KW高功率，同级领

先8.7S百公里加速的水平。黄金动总能
确保驾驶员在高速行驶时加速更流畅、
低速换挡更平顺，极佳的动力操控，让任
何年龄段的新手司机灵活驾驶，自由掌
控。

7万级 235T手动劲取版GS3 POW⁃
ER，则以同级最低油耗给用户“劲省”体
验，先进节油技术的加持，油耗仅为
5.9L/百公里，远低于其他同级小型SUV，
真正为“上劲”青年减负，赶快拥有它即
刻实现超省出行吧。
“劲”享大空间 森林氧吧的极致享受

优秀的驾乘体验，宽敞舒适的车内
空间是必要条件。传祺GS3 POWER在
车身尺寸上占据绝对优势，极大程度保

障车内人员乘坐的舒适性。
健康科技座舱，为客户及家人的健

康保驾护航。全系标配 PM1.0 空调滤
芯，内饰通过选用绿色环保的座椅面料
及内饰PP粒子，实现整车VOC小于国际
30%的标准，全面打造车内森林氧吧的
极致享受。

传祺GS3 POWER的后备箱在不放
倒的情况下有 870mm 的纵深，小车也
有大肚量，装下生活、装满快乐。高效的
降噪减振技术，成就了GS3 POWRER静
谧的车内空间。后排地台处理平滑，免
去了中间乘客如坐针毡的窘迫，三人同
排，也更加舒适从容。

传祺GS3 POWER入门版凭借优于

同级的性价比、硬核的产品力，持续为消
费者带来更丰富的价值体验，广汽传祺
坚持“一切以顾客体验为中心”的理念，
继续为广大消费者创造愉悦的移动生
活。

强劲动力 省心实惠

传祺GS3 POWER“劲击”小型SUV市场

法院公告栏
王波：本院受理原告陈益兰与被告王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2021
民初 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王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

益兰借款8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邓开选：本院受理原告孙永传与被告邓开

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川 2021 民初 2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邓开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孙永传劳务费 11400 元及利

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王安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定群与被告王安

军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2021民

初 3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

李定群与被告王安军离婚。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何华兵：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鹏飞与被告何

华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于2021年7月30日10时在安岳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张秀兰：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鹏飞与被告张

秀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于2021年7月30日9时在安岳县人民法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鄢清香：本院受理原告碧桂园智慧物业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鄂 1202 民初 5938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

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朱健林、朱念宝：本院受理原告刘传信与你

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 4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

或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

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宋仁臣：本院受理原告刘玉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内 0721 民初 46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

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孙海龙：本院受理原告杨永万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内0721民初42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或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喻小林：本院受理原告赵素珍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16 时在西

充县人民法院晋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李天蓉：本院受理原告李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定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在西充县人民法院晋新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林志梅：本院受理原告岳泉茂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15 时在西

充县人民法院晋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周小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 1603 民初

133 号原告陈光明与被告周小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或四川省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乌力吉仓、梅花：本院受理原告胡日查诉乌

力吉仓、梅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偿还 62360元及

利息）、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8 月 6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乌力吉仓、梅花：本院受理原告胡日查诉乌

力吉仓、梅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偿还 53700元及

利息）、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8 月 6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杨彬：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三十分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