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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菇伞撑起一个“食用菌之乡”
——我市大力培优乡村特色产业

全力提升“三农”工作质效

■本报记者 刘雅丽

积极探索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实践
路径，大力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把党中央关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在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
记、主任金汇江看来，理解这一点，必须牢牢把握在中国
式现代化新场景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职责使命和总体
要求，必须深刻认识我市“三农”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具体
路径，必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水平。
“我们要扛稳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职责，久

久为功，全力提升‘三农’工作质效。”金汇江介绍，今年，我
市将积极谋划调整农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区域布局，
加快生产设施基地提档升级，优化电商推广、社区团购、直

播带货等模式，提高优质特色农产品高端市场占有率和品
牌溢价水平。围绕建设小站稻、蔬菜、畜牧、水产4条百亿
元全产业链，新培育2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个市级农
业产业强镇和20个市级特色产业示范村。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业，研究制定涉农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加快推进蔬
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启动谋划宁河区种业强
区和静海区以种业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累计创建
完成4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加快经济薄弱村129个在建产
业扶持项目建设。高水平完成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规范化试点任务，交易额突破80亿元。通过在提升农
业综合产能、培优乡村特色产业等方面升级加力，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天津力量。

■本报记者 刘雅丽

天津“大水缸”于桥水库北，蓟州“东大门”出头岭
镇，36个村23个种蘑菇。

蘑菇味美，香飘古今，明代就有《采菇曲》，“白如白
玉簪，香如玉田禾……”如今一朵菇伞撑起一个天津市
“食用菌之乡”。

早7时，官场村，占地517亩的双河湾产业园里菇农
正忙。一个菇棚内，“俊国农场”经营者田俊国摘完香
菇，装车，向东3公里到出头岭村，再向东2公里到孟各
庄。两村收购点车来车往，每天将全镇产的香菇、平菇、
羊肚菌、白灵菇等运往全国。

蘑菇一种23年，出头岭镇种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镇、我市首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2018年，镇里第一家食
用菌干品加工企业就实现了出口。去年，出头岭香菇特色
小镇还被列入天津市第五批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6000亩的产业规模、5000多户的营收，催生批量专业
队伍，“制棒（菌棒）的制棒，拌料的拌料，采摘的采摘……
分工越来越细。”出头岭食用菌产销协会会长戴建良，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评为2007年度优秀科技特派员。
那年，出头岭正“火”。

越是发展靠前，越易早遭遇“成长烦恼”。“以白灵菇
为例，早年卖17块钱一斤，雇工十几块钱一天。现在卖
价涨不多，人工费涨差不多10倍。”戴建良说，除人力成
本增加，市场饱和、同质化等因素叠加，一度消磨大伙心
气儿，“传统种菇越种越难，必须转型。”
转，朝哪儿转？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奔

往“现代化”，出头岭再写“岭先”。
李家仓村，国家级合作社国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传统种菇基地，现在是食用菌新品“产房”。工厂化
菇棚里仿佛装了空调，制冷、制热、出风自动启停，温湿
可控；食用菌“离地上架”，立体种植最大限度利用了空
间。“高颜值”的金耳，高卖价的红托竹荪、绣球菌，亩产
提高的羊肚菌等菌种陆续试种，“过去起家靠‘种’，种蘑
菇；现在发展重‘种’，新品种。”合作社负责人陈国华说。

制种瞄大市场，“合作社筹划建1500平方米‘净化空
间’，为液体菌种搭‘手术台’。”

加工也迈新步，“研究出羊肚菌代餐粉，正跟食品厂谈
合作”……
一产接“二”，正连“三”。
聚集各类食用菌的“蘑菇宴”正在一个名为“祥和张

家”的农家院里烹调，“几步外是双河湾，十里八里尽菇棚，
食材现买现做。”经营者张贺祥说，食客也是游客，乡村越
来越美，周边文旅生态资源丰富，“蓟州全域旅游，当北部
山区足够‘火’，东部也一定‘热’起来。”

转向“现代化”，要做的事不少。镇党委书记杨占雷
说，“今年全力打造‘蘑菇小镇’，改造菇棚，搭载智慧功能；
扩种高端羊肚菌，引入榆黄菇、金耳等新品种；在朱官屯建

香菇小镇特色产业聚集区，引入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等。”
农业农村现代化，各涉农区各相关单位都在盼，都在干。
放眼全市，天津明确提出到2027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的总目标，确定了未来五年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的5个方面18项工程131项重点任务，其中在突
出培优“土特产”和发展乡村旅游上，将大力发展现代都市
型农业，加快发展食用菌、“三辣”、河蟹等特色产业，年画、
葫芦等乡土产业和预制菜加工、食品精深加工等农产品加
工业；加快发展涉农区全域旅游，拓展乡村旅游新业态，着
力打造城市人群乡村旅游目的地和“周末消费”新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成卫东登上“代表通道”

把港口建设得更智慧、更绿色

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镇点位

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汇江访谈

中国式现代化新场景

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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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践实干实效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干部人才

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边少羽访谈

■本报记者 孟若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
的干部队伍。’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
沿。我们要把基层作为干部人才磨炼本领、增长才干的‘主战
场’。”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边少羽表示。

边少羽说，今年，武清区委组织部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紧紧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
实施的“十项行动”以及区委“3+1+1”工作思路，注重实践实干实
效，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进一步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工作，全方位
培养引进用好干部人才。
“我们紧扣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德配其位、才配其

位，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能力关，坚持把忠诚干净
担当的好干部选出来、用出来、管出来、带出来。”边少羽表示，
武清区委组织部将进一步健全在重点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机制，对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考察。深入实施领导干部专业
素养提升计划，举办服务京津产业新城和消费新商圈建设、服
务大运河文化生态发展带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等专题研讨班
次。实施年轻干部源头建设、墩苗培育、靶向选配、严管护航四
项工程，着力打造“雍青”特色培训体系。持续推行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四个一批”工程，坚持鼓励先进与鞭策落后
相融合，打造亮点与破解难点同发力，着力营造敢于担当、积极
作为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孟若冰

“这小伙子接地气，一点儿架子没有，来
了快3年了，一直吃住在村、工作在村，连春
节都在村里过，和我们亲着呢，如今，真正成
了我们韩村人。”
“他身上有干劲儿，思路新、标准高、招法

好，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可是大变样了！”
……
早春三月，万物勃发，驱车雍阳大地，步

入新时代的韩村，感受到的，是浓浓的活力与
朝气。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点赞的不是别
人，正是他们的“当家人”小开书记——武清
区白古屯镇韩村“一肩挑”开源。

2020年8月，开源响应选调生下沉基层
一线锻炼的号召，来到韩村，自此，这里就是
他的“家”了。

从梳理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积
极推进幸福大院、退役军人之家、就业驿站等
“我为群众办实事”民心工程落地见效，到牵
头成立乡村振兴工作专班，谋划产业振兴，发
展红色研学，打造“津小韩”品牌，推进人居环
境提升工程，再到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文明
实践”工作机制，蹚出一条“文明实践+乡村
公益”工作道路，不断推进以文化人，开源带
领着韩村收获了一个个殊荣，日子一天更比
一天好。
“大伙儿总说感谢我，但其实，我的收获

比大伙儿的更多。”开源说，到村里工作这几
年，真真切切感受到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实
实在在体悟到抓落实的重要性，“原来我们是
在屋子里头，现在真正到了田间地头，进到了
村民心头，工作也更有干头。”

实践出真知，锻炼长才干。到实践中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深入基层一线，与群众
打成一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
群众之所需，是提升干部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武清区，与开源一样扎根基层一线锤
炼的年轻干部还有很多。如今挂职南蔡村镇
副镇长的宋菲就是其中之一。

从一名高级法官到驻村第一书记、副镇
长，用宋菲自己的话来说，“可谓实现了‘华丽转身’”。

2021年 9月，宋菲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名来到武清区，成
为了南蔡村镇丁家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2022年 3月，又挂职
南蔡村镇副镇长，分管乡村振兴工作。
“刚来时，我对很多事都不摸门，全靠组织的提点培训和村民

们的支持帮助，一点点摸索着干，慢慢摸出了门道。”说起刚驻村的
那段时光，宋菲感慨万千。

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不到2年的时间里，宋菲已经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乡村振兴
答卷”——

2022年，南蔡村镇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位列全区第二；粜粮务
村获评天津市乡村治理示范村，通过乡村振兴示范村区、市两级考
核验收；丁家 村获评全国和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乡村振兴的各
项工程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年轻干部需要在历练中成才成长，也需要组织强有力的跟踪
保障。

近年来，武清区委组织部坚持干部在基层培养、在基层成
长、在基层选拔的鲜明导向，扎实做好下派干部培养选拔工作，
科学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强化跟踪培养，坚持严管厚
爱，建立了导师帮带、专项调研、谈心谈话、一线考核等制度，切
实保障下派干部在基层得到实实在在的锻炼成长，让干部都有
劲头、有盼头、有奔头。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想要留在武清，扎根武清。去年，
在选调生锻炼期满后，开源就正式调入了武清区，服务雍阳大地未
来发展……

武清区点位

着力打造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干部队伍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3月12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
表通道”开启。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全国人大代
表、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成卫东登上
“代表通道”，分享了从一线拖车工人到“大国工匠”的成
长历程。
成卫东说，他的父亲就工作在天津港，是一名普通的

港口工人。他的家距离码头很近，所以从小就对天津港
有着很深厚的感情。1998年，他也成为天津港人，实现
了儿时的梦想。
“作为拖车司机，我那时候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把

长20米、宽3米的拖车开好。”成卫东说，他当时几乎都着
了魔，为了研究拖车的运行轨迹，吃饭的时候经常把饭碗
当成拖车，扫地的时候又把扫把当成拖车，寻找转弯的角
度。后来逐步创新发明了一系列高效的操作方法和驾驶
技巧，成为天津港的“拖车王”。
“说到港口，大家并不陌生。港口是经济的晴雨表。

现在，全球前十大港口中，有八个在中国，我们在港口能
力、效率、自动化等诸多领域都领跑全球。作为一名港口
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成卫东介绍说，天津港取得了一批
首创性、标志性的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成果。比如，2021
年10月17日，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在天津港正式投
产运营。十几个人操控的智能系统，就能轻松指挥百余
台无人驾驶大型机械设备同时作业。这其中，最亮眼的
就是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而他，正是这些智能机器人
的“师傅”。作为首批港口行业AI训练师，他把多年研究
的驾驶技巧和操作方法编入程序写成指令，让这些机器
人“徒弟”依靠5G、北斗等自主技术，安全高效地完成运
输任务。当前，在天津港，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已实现
L4级无人驾驶，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25年的工作经历，让成卫东深刻认识到，是党和国家为

一线产业工人搭建展示才华的舞台，让大家能够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也让大家在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信心十足。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也感到身上沉甸甸的一份责任。”这些年，成卫东带领团队
完成200余项技术创新，获得40多项国家专利，先后获得了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前不久，他又光
荣当选了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选树的“大
国工匠”年度人物。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产业工人的现代化。”成卫东说，

“作为新时代的港口产业工人，我们将脚踏实地，用实际行动
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我们有信心把港口建设得更智
慧、更绿色，有信心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12日上午8时许，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迎来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6位全国
人大代表分享奋斗故事，传递出鲜明信号：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是奋斗出来的，新征程上奋进的脚步从未
停歇。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代表第一个走上通道，分享
她从事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故事。“2016年，我加入科技特
派员团队后，几乎走遍了福建大大小小的茶叶产区，发现
在茶叶种植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水土流失、施肥不当和
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廖红和团队通过研究，形成了一套茶

树绿色栽培技术，不仅减少了病虫害，还大幅降低了农药
施用，保护绿水青山。

截至目前，廖红带领团队在福建建起了累计面积超
万亩、辐射超10万亩的生态茶园示范点，组织培训农技
人员1000多人次、农民2000多人次。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

真正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成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
中坚力量。”廖红话语坚定。
全国人大代表、短道速滑冬奥冠军任子威说，将继续

为国出征，发扬中国短道速滑“冰上尖刀”的精神，带动更
多人参与冰雪体育运动，为建设体育强国继续发挥自己
的光和热。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冯丹代表20多年来只做了一
件事，就是不断研发存储系统、存储设备和存储芯片
技术。

冯丹深深体悟到：只有依靠科技自立自强才能赢
得未来。她和团队正在与国内多家龙头企业建立联
合实验室，共同研发速度更快、能耗更低的下一代存
储器技术，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国产存储芯片“卡脖子”
难题。
“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自己和身边的人。”《读

者》杂志社副总编辑陈天竺代表与大家分享了她鼓励留
守学生小雨通过阅读汲取力量、不断成长的故事。
“现在，小雨已经从一所师范大学毕业，成为一名语

文老师，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陈天竺说，“我将始终把
目光投注到最简单也最丰富、最质朴也最深刻的文字世
界，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字和阅读的力量。”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朝明代表讲述了从

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体会。“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
棵生生不息的大树，树干之所以又粗又壮，是因为它的根
扎得很深很牢。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之一，是
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作为来自文化战线的代表，要更好地履职尽责，通

过研究工作，为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
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杨朝明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李国利 杨欣）记者12日
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自2020年建成开通以来，运行连续稳定可
靠，持续提供功能强大的卫星导航服务，高精度、短报文
等特色服务能力已得到充分验证。

据统计，全国已有超过790万辆道路营运车辆、4.7
万多艘船舶、4万多辆邮政快递干线车辆应用北斗系统，
近8000台各型号北斗终端在铁路领域应用推广；北斗自
动驾驶系统农机超过10万台，覆盖深耕、插秧、播种、植
保、收获、秸秆处理和烘干等各个环节；2587处水库应用
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水文监测，650处变形滑坡体设置

了北斗监测站点；搭载国产北斗高精度定位芯片的共享单
车投放已突破500万辆，覆盖全国450余座城市；基于北斗
高精度的车道级导航功能，已在8个城市成功试点，并逐步
向全国普及，北斗在国内导航地图领域已实现主用地位；支
持北斗短报文通信功能的手机已发布，成为全球首款直联
卫星的智能手机。北斗系统正全力赋能各行各业，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基石和重要引擎。

后续，还将在2035年前建成以下一代北斗系统为核
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时空体系，
提供基准统一、覆盖无缝、安全可信、便捷高效的定位导
航授时服务。

凝聚起新时代

昂扬奋进的力量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扫描

全国人大代表成卫东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发

中国北斗运行连续稳定可靠
在国内导航地图领域已实现主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