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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秋分日，迎来第4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在10个涉

农区拉开序幕，津郊广大农民晒出丰收果，跳起欢

乐舞，感谢党的惠农好政策，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

活。武清、蓟州、东丽等区展出的优质粮菜果、肉

蛋奶，可以让您大饱口福；宁河、宝坻、津南等区开

展的钓蟹、割稻、采摘等农事活动，让市民享受浓

浓的乡村之乐。

在宁河区七里海镇，这里的上万亩稻田正由绿变黄，
丰收在望，特别喜人。稻农们高兴地说，小站稻振兴计划，
让他们种上了丰收粮，去年亩产量达到850公斤，今年将有
望达到900公斤，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2018年以来，我
市积极开展小站稻振兴计划，从育种、栽培、销售、品牌、文
旅结合等全方位构筑产业链条，帮农增收，确保粮食安全，
取得硕果。
——小站稻种植面积由 2016 年的 30 万亩提升至今

年的 100 万亩，稻蟹立体混养面积 50 万亩，遍及 10 个涉
农区；

——小站稻育种研发取得佳绩，“金稻919”“津原U99”
“天隆优619”等屡获全国大奖；

——基质育秧、统防统治、稻渔综合种养，小站稻品质化
生产模式配套完善；
——连续三年举办小站稻品牌推介，构建小站稻全产业

链闭环经营模式；
——培育并推出以小站稻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和文创产

品，小站稻种植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发布“天津小站稻电商公共平台”，小站稻入驻天猫、

京东·小站稻旗舰店。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天津特色小站稻和强筋麦两大优质
口粮，以绿色发展、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导向，在全市创建4
个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带
动粮食作物生产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据农情信息调度分
析预测，今年我市粮食种植面积550万亩，增加4.7%，产量预
计达到245万多吨，比去年多17万吨。其中，秋粮播种面积预
计为372.2万亩，比上年增加2万多亩；总产预计173万吨以
上，比上年增加7万吨以上。

——积极开展种粮补贴，按照粮食作物实际种植面积实
施补贴，每亩补贴95元；
——优先保障粮食生产机械的购置补贴，将水稻、玉

米、小麦等主要粮食生产所需机具全部列入补贴范围，应补
尽补；
——深化生产托管服务，重点围绕小站稻产业振兴，兼顾

小麦、玉米等其他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完成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面积31.08万亩。

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691元，收入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结对帮扶困难村任务全面完成，帮扶村全部达

到美丽村庄建设标准，村党组织全部达到“五好党支

部”创建标准，村集体收入全部达到20万元以上。

2021年小站稻种植面积100万亩，稻蟹立体
混养50万亩，河蟹产量预计达到7500万公斤。

“十三五”期间，培育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70个，登
记非主要农作物品种981个，授权植物新品种128个。

2021年夏粮、秋粮播种面积550万亩，总
产量预计245万多吨。

累计培育“津农优品”170个，其中，区域公用
品牌12个、企业品牌69个、产品品牌89个。

累计建成美丽村庄1830个，改造提升户厕
64.4万座、公厕4300座。

9月18日，武清区“中
国农民丰收节”在北方蔬
菜小镇——下伍旗镇开
幕。30多家专业合作社带
来了30多种优质农产品，
色香味俱全。此次武清区
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现场重点示范展示了国内
外蔬菜良种，数量达到惊
人的1000余种，目的是通
过丰收节进行示范实现推
广，不断提高新菜种覆盖
率，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提供品种支撑。

武清区：展销1000多个良种

武清区葡萄丰收吸

引市民采摘。

武清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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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果农开心。

9月23日正值秋分，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
收节”庆祝活动主会场，在静海区良王庄镇多兴庄园
举行。静海的金丝小枣、蓟州的红香酥梨、武清的田
水铺萝卜、北辰的火龙果、滨海新区的冬枣、农科院
的果酒等，香甜怡人……10个涉农区和市农科院、
市食品集团、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设立了10
多个大型展台，摆放了100多种“津农精品”，让大家
流连忘返，沉醉其中。

今年蓟州区出头岭镇果品生产获得大丰收，果
农们带来了新采摘的板栗、核桃、蘑菇、红果等10多
个品种。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一肩”挑张书义带
来了畅销京津的“小兔拔拔”萝卜，还聘请一位师傅现
场用萝卜雕刻花朵，备受赞誉。宁河区稻农们带来了
丰收的水稻，上面还爬着多只鲜活的螃蟹，吸引很多
参观者拍照。市农科院参展的金黄色的大面包，香气
扑鼻，这是用他们自主选育的良种——津强系列强筋
春小麦粉制作的，口感筋道，营养丰富……

9月15日上午，蓟州区罗庄子镇2021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梨王争霸赛在蓟州国际景区
拉开帷幕。全镇82家农户带着自家种植的红香酥
梨参加比赛，经过初赛角逐，最终10个色泽艳丽、个
头饱满的红香酥梨摆上了决赛的桌台。评委们从质
量、外观、色泽、糖度等方面逐一打分，根据综合成绩
进行排名，最终，杨家峪村梨农耿学文带来的红香酥
梨斩获“梨王”称号。活动旨在扩大红香酥梨知名
度，引领果农种优质果。

蓟州区：上演梨王争霸赛

9月20到23日，宁河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多个
镇村举行。在水稻之乡——东棘坨镇，当地知名稻
米加工企业——丰盈米业和有关部门联合举行了
小站稻直播带货行动。工作人员利用智能手机在
稻田里，对当地优质水稻生长情况进行直播，效果
良好。虽然水稻还没收割，但订单却已经拿到，为
今年小站稻丰收增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受到当地
稻农的热烈欢迎。

宁河区：小站稻带货直播

晒硕果

小站稻振兴：百万亩小站稻成为致富产业

确保粮食安全：今年面积550万亩，产量245万多吨

为全面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我市首先搞好产业振兴，帮
助农户和合作社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粮菜果产量高，质
量优，丰富市民菜篮子。
——蓟州区大力发展红香酥梨、食用菌、板栗、核桃、红果

等传统优势产业；
——武清区大力发展优质果蔬，田水铺萝卜、肖赶庄口感

番茄、陈咀镇鲜食玉米、“天民田园”草莓和甘蔗，品质好，质量
优，效益好；
——宝坻区、宁河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静海区等

大力发展优质小站稻生产，促农增收；
——滨海新区、东丽区大力发展葡萄种植和水产品人工养

殖，茶淀葡萄、胡张庄葡萄、杨家泊南美白对虾享誉京津冀。
为让优质农产品卖上好价钱，我市加快形成地方特色品

牌：“津农优品”，增加市场竞争力。2021年6月8日，天津市
“津农精品”展示中心投入运营，第一批筛选了66家、近300种
农产品入驻，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2019 年，确定了“津农精品”市级优质农产品品

牌170个；
——产品有经营主体、有注册商标、有质量认证、有品控

溯源体系、有检测报告和依标生产的认定标准；
——小站稻、沙窝萝卜、茶淀玫瑰香葡萄、宝坻黄板泥鳅

等4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170个“津农精品”促农增收

“十三五”期间，我市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品种创新能
力明显提高，在粮、菜、肉、羊、鱼等方面成绩显著。培育审定主
要农作物品种70个，登记非主要农作物品种981个，授权植物
新品种128个，认定“津新鲤”等水产新品种11个。
——小站稻育种进入国内领先行列，“津原89”“金粳

818”“天隆优619”等品种在北方及长江中下游粳稻区具有较
强竞争优势；
——“津强”系列强筋春麦品种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黄瓜育种技术和品种水平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津研”

“津优”等品种推广面积占全国华北型品种面积的70%以上；
——“白峰”等品种打破花椰菜杂交品种全部依赖国外进

口局面；
——沙窝萝卜品种“七星”成为全国鲜食萝卜市场标杆；
——“澳洲白羊”与“杜泊羊”种群品质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鲫鱼新品种占全国新选育品种的三分之一；
——全市持证种业生产企业累计达到119家，其中农作

物种子企业57家、种畜禽企业36家，水产苗种企业26家，年
销售总额12.2亿元。

大力开展育种：培育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70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重点聚焦“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农村‘厕所革命’、村容
村貌”等工作，积极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全力攻坚，干净、整洁、
有序、美化的人居环境基本形成。
——“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生

活垃圾收集率达到100%、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4%；
——三年行动完成 1885 个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现状保留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村庄覆盖率达
到 100%；
——农村“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户厕64.4万

座、公厕4300座，农村卫生厕所基本实现覆盖；
——累计完成1324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治理，粪污

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86%以上；
——累计建成美丽村庄1830个，实现了全市1041个困难

村建成美丽村庄全覆盖。

建设大美津郊：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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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陈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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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果晒出

静海区：展示百多种果蔬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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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胡同》第8、9
集 郭秉聪和牧老爷子一
起为牧春花在瑞蚨祥雅间
里扯布备嫁衣，正巧遇上
严振声、林翠卿和秀妈陪
同宝凤也来店里选料子，
宝凤看见郭秉聪在春花面
前献殷勤，又瞥见严振声
在一旁痴痴地望着牧春花
的神态，宝凤心里不是滋
味儿……

天津卫视19:30

■《一马换三羊》第
26、27集 小红把饭店名
改成了“回家饭店”，邀请巩
父来吃饭。巩父从小红那
里得知大为缺本金做生意，
于是拿出家里压箱底的钱，
支持大为的工作。伊娜约
陆老板的秘书王骄阳喝茶，
告诉他自己是大为商贸有
限公司员工。如果想买进
口汽车，找自己的公司是最
靠谱的。她口齿伶俐，半
真半假地给王骄阳分析宁
州的进出口贸易形势，王
骄阳完全相信了伊娜，想
通过她约见大为……

天视2套18:25

■《湄公河大案》第
7、8集 江海峰等专案组
成员再审桑沃齐及翁布，
两人都指出如此高品质的
虎牌冰毒是从坎里拉的哥
哥蒙洪的营地里运出来
的。江海峰与高野将所
有线索分析梳理后，发现
蒙洪完全具有制毒贩毒
的条件，也具有作案的可
能性，并怀疑蒙洪就是传
说中的苏沃。江海峰带
领于慧等人来到缅甸内比
都，请求缅甸政府协助调
查蒙洪营地基洛，并准备
派郭大旗秘密潜入基洛，
进行调查……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两个
学生时代就关系很好的闺
蜜，后来一起打拼事业，合
伙开了一家旅行社。两人
几十年相互帮助，无论是
工作还是生活，可以说都
已经成为彼此的知己，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唉，不
料，人心隔肚皮，多年情谊
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她们
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期
邀请到演员郑晓宁，戏中的
他演技精湛，戏外的他极富
魅力，无论是刚正不阿的正
面形象，还是手段毒辣的反
派角色，他都诠释得入木三
分。《突出重围》《扫黑风
暴》《你是我的荣耀》这些热
剧背后，他告诉我们里面都
大有故事。

天津卫视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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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湄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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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