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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今天是秋分節氣，也是第三

個中國農民豐收節。在連遭新冠

肺炎疫情和嚴重洪澇災害影響

下，中國不僅夏糧生產實現了

「十七連豐」，秋糧生產也豐收

在望。素有「中華大糧倉」美譽

的產糧大省黑龍江，豐收在望，

端牢了「中國飯碗」；作為全國

重要糧食產區，江西省也克服了

疫情和汛情的雙重考驗，夏糧再

獲豐收，達到129.3億斤，較上

年增產4.1億斤。

勝水患克疫情 夏秋糧雙豐收
江西增產4.1億斤 黑龍江高產報喜 共賀中國農民豐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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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第三個「中國
農民豐收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全國
廣大農民和工作在「三農」戰線上的同志們致以
節日的祝賀和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指出，當前正是秋糧收穫的季節，祖國
大地到處是豐收景象。今年豐收來之不易，突如
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長江流域嚴重洪澇災害、
東北地區夏伏旱、連續颱風侵襲給糧食和農業生
產帶來挑戰。全國廣大農民和基層幹部發揚偉大

抗疫精神，防控疫情保春耕，不誤農時抓生產，
堅持抗災奪豐收，為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提供
了有力支撐。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落實好黨

中央關於「三農」工作的大政方針和工作部署，

在全社會形成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愛農民的
濃厚氛圍，讓鄉親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希望全
國廣大農民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為鄉村全面振
興的美好明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
力奮鬥！

習近平：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愛農民 讓鄉親們日子紅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蘇州報道）對於中國
人，秋天的美好，少不了陽澄湖大閘蟹的登場。一蟹
在手，杯酒在懷，這也是江南民眾一年四季最期盼的
享受時刻。昨日上午，陽澄湖大閘蟹開捕節在蘇州相
城區揭幕，今年第一簍蟹在熱鬧中捕撈出水。蘇州市
農業農村局副局長陸志榮公布，預計今年陽澄湖大閘
蟹產量在10,260噸左右，其中圍網養殖產量1,500噸
左右，陽澄湖周邊高標準池塘養殖產量8,760噸左右。
當天，陽澄湖大閘蟹的防偽專用標識也全新亮相，
其中陽澄湖湖區產蟹為紅色，陽澄湖沿湖高標準改造
池塘產蟹為綠色。
原先的「陽澄湖大閘蟹」特指蘇州市境內1.6萬畝陽

澄湖區內圍網養殖的大閘蟹。隨着內地強勢推進退養
還湖、生態修復，河蟹養殖已經展開從湖泊養殖轉向
池塘養殖的戰略大轉移。陸志榮對此特別介紹道，今
年「陽澄湖大閘蟹」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地
理標誌產品，登記申請人為蘇州市陽澄湖大閘蟹行業
協會。據該協會介紹，這意味着陽澄湖沿岸高標準池
塘養殖區域的大閘蟹，只要符合蘇州市陽澄湖大閘蟹
行業協會制訂的標準，都屬於「陽澄湖大閘蟹」。

「863」養殖 保生態平衡
為了維護好陽澄湖大閘蟹的高品質金口碑，在申報過
程中制訂了陽澄湖大閘蟹生態技術規範和陽城湖大閘蟹
質量安全技術規範，要求按「863」生態養殖模式進行生
產。陸志榮表示，根據近期蘇州市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

中心出具的大閘蟹檢測報告，今年所有檢測樣品均符合
國家標準。
據悉，河蟹「863」生態養殖模式，即畝放800蟹

種，回捕600成蟹，畝產值3萬元人民幣。當地介紹
道，該模式通過種草投螺等措施營造優良的水環境，
養殖過程中使用微生物製劑、水質調控劑等調節水
質，同時利用原位修復技術使養殖基地水質優於陽澄
湖水質。
「一方水體養一方蟹」，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

魚業研究中心研究員徐跑認為，因為沿陽澄湖池塘養
殖都屬於陽澄湖水系，「陽澄湖水系是弱鹼性，pH值
常年在7.5到8.0，養出的螃蟹味道就是有點甜」，而
「其他地方沒有這種水系。」

陽澄湖大閘蟹開捕 全新防偽標識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蘇州報道）自今年8
月底起，「不斷有香港客商來電話打聽大閘蟹供港情

況，」常熟市金唐市水產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建龍說，
「我一律回覆今年再等一年，明年供港」。
張建龍從事陽澄湖大閘蟹養殖銷售已超30年，該公司從

2002年至今連續18年出口大閘蟹至日本、韓國、新加坡、台
灣、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等地區。自2012年至2016年，公
司每年供港陽澄湖大閘蟹1噸左右。
張建龍介紹道，2016年，香港食安中心曾在來自江蘇水產養

殖場的大閘蟹中檢出二噁英和二噁英樣多氯聯苯總含量超標，
2016年11月，張建龍接到通知「暫停供港大閘蟹」，直到現時
仍未恢復供港。張建龍強調，「當時，我們公司有3批陽澄湖大
閘蟹供港，被檢測後全部合格。」
「2019年供澳門3噸蟹，但沒有供港。」張建龍說，「直接
原因是蟹產量不大。」由於陽澄湖不斷縮減圍網養殖水域，
2017年，張建龍公司的陽澄湖圍網養殖水域從2002年的1,500
畝已減至750畝，蟹的產量減少了一半，年均陽澄湖大閘蟹
產量約在30噸至40噸。
不過，張建龍已經着手實施在蘇州沙家浜陽澄湖周邊水域
租用500畝地，建高標準池塘用於養蟹，增加優質蟹產量
特別用於供港，「港人明年定會品嚐到陽澄湖蟹。」

當日的開幕式上，陽澄湖
大閘蟹農產品地理標誌正式
發布。今年4月以前，「陽澄
湖大閘蟹」為國家地理標誌

保護標識，限定為只能是「在陽
澄湖裏養殖的蟹」，特指蘇州市境內1.6
萬畝陽澄湖區內圍網養殖的大閘蟹。

今年 4 月 30 日，「陽澄湖大閘
蟹」獲得國家農業農村部農產品地
理標誌頒證。此次「陽澄湖大閘
蟹」農產品地理標誌產品劃定的
地域保護範圍為：陽澄湖沿岸相
城區的太平街道、陽澄湖鎮、
陽澄湖生態休閒旅遊度假區；
常熟市的沙家浜鎮；昆山市的
巴城鎮；蘇州工業園區的唯亭
街道，共計4個市（區）6個鎮
（街道）及陽澄湖湖區，保護
範圍總面積為 516.04 平方公
里，生產面積為18,408公頃。這
意味着陽澄湖沿岸高標準池塘養
殖區域的大閘蟹，只要符合蘇州市
陽澄湖大閘蟹行業協會制訂的標準，
都屬於「陽澄湖大閘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蘇州報道

增產擬明年供港
頒
農
產
地
理
標
誌

擴
養
殖
範
圍

0�
"

時至金秋，江西省都昌
縣和合鄉義公村的稻田
裏，晚稻已開始抽穗，微
風吹過，田野翻捲起一道

道綠波。眼前一片綠色沃野的
景象，難以看出鄱陽湖畔的這個小村
莊，在兩個月前曾遭遇一場洪水侵襲，
大片農田被淹。

「一夜之間，水位上漲了近1米。」
洪水來臨那天，義公村種糧大戶杜荒保
愁得整晚沒睡着。他今年承包了300畝
農田種植水稻，其中有200多畝被淹。

就在杜荒保一籌莫展時，當地政府組
織農技人員上門核查災情，第一時間送
來救災種子和肥料，指導開展災後搶種
工作。杜荒保緊急調來兩台抽水機，日
夜不停抽水排澇。洪水退到哪裏，他就
把晚稻種子撒到哪裏。

「搶種的晚稻已經抽穗，現在長勢良
好，只要管理得當，畝產能達到上千
斤，豐收不成問題。」這段時間，杜荒
保每天都到田裏觀察水稻長勢，做好田
間管理。

都昌縣農業農村局種子管理局局長周
小華表示，為了讓退水田塊及時得到補
種，他們抽調120餘名農業技術專家深
入田間地頭開展技術指導，免費向受災
群眾發放生長周期更短的早稻翻秋種
子，確保水稻在寒露風來臨前安全抽
穗。

鄱陽湖地區自古以來便是江南糧倉，
今年的洪澇災害導致湖區許多農田被
淹。為盡可能減輕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湖區各地政府積極開展災後搶種補種工
作，及時排澇除漬，確保退水後的農田
不拋荒。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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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沉甸甸的稻穗，黑龍江省樺川縣
玉成水稻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

人趙德山滿懷喜悅，再過幾天就開鐮收
割。「今年的豐收，來得太不容易了。」
「往年春節過後農資就到位了，因為
疫情道路封閉，運輸受阻，到3月份農資
還沒着落，眼瞅着要誤農時，整宿都睡
不着覺。」趙德山說。
後來當地及時開闢綠色通道，農業部門
搭建線上農資購買平台。春耕之前，玉成
水稻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資全部到
位，加上採用大馬力、先進的大型農機作
業，農作物都播種在了豐產期。據黑龍江
省農業農村廳介紹，春耕時期，黑龍江省
近500萬台（套）水旱田農業機具全部投
入春耕生產，同時組織各類生產經營主體
嚴把農時和作業標準，全面加強田間管
理。加上七八月份陽光、溫度、水分適
宜，有力促進了農作物生長發育，作物長
勢好，為豐收打下基礎。
8月底以來，東北遭遇颱風「三連

擊」，歷史罕見。尤其是9月3日至4
日，第9號颱風「美莎克」影響範圍廣、
風雨強度大，造成部分地塊農作物倒
伏，讓不少農民揪着心。
颱風過後，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北水田
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劉春及時組

織社員排水。

黑龍江：基建顯效用 防災勝往時
「以前雨水一大就排不出去，動不動

就成澇災，現在基礎設施跟上了，田成
方、渠相通，對抗災保豐收管大用了，
倒伏並不嚴重。」劉春說。
劉春經營的地塊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得益於近幾年黑龍江省高標準農田建
設。截至去年底，黑龍江省累計落實高
標準農田建設任務8,548萬畝，今年將再
建設843萬畝高標準農田，讓中低產田實
現高產穩產。
災情出現後，黑龍江省各相關部門和

種糧農民迅速行動，抗災自救，努力降
低災害損失。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組成
10個工作指導組，省市縣鄉四級農業部
門成立1,000多個專家指導組，第一時間
深入基層，指導各地開展抗災救災。9月
17日，黑龍江省下撥資金1.7億元，對受
災地區玉米和水稻收穫機械改裝予以全
額補助，支持受災地區抗災減災，努力
將災害損失降到最低，推動農業奪取豐
收。
在今年農民豐收節評選活動中，36歲
的屈耀明被評選為黑龍江省「水稻生產
大王」。今年屈耀明帶領合作社的農民

種植了3萬畝水稻，其中3,000畝是有機
水稻，其餘的都達到了綠色標準。受颱
風影響，屈耀明種植的水稻部分出現倒
伏，但這並不影響豐收。
「颱風來臨時，水稻已經成熟，產量

已經形成，倒伏對產量影響不大。如果
沒有颱風，今年是個難得的大豐收
年。」屈耀明說，倒伏給收穫帶來一定
難度，增加了收穫成本。

江西：急調收割機 汛情前搶收
在今年早稻收割的關鍵時期，持續強

降雨天氣導致江西多地出現洪澇災害，
鄱陽湖水位突破1998年歷史最高水位，
全省農業受災面積達到1,316.9萬畝。為
克服汛情對糧食生產帶來的不利影響，
江西受災地區幹部群眾齊心協力和洪水
「賽跑」，爭分奪秒搶收搶烘糧食，努
力做到應搶盡搶、應收盡收。
余干縣康山鄉位於鄱陽湖畔，嚴重的

汛情導致當地不少農田被淹。康山鄉種
糧大戶盧發旺表示，今年他家種了近百
畝早稻，僅用了三天時間，就趕在水位
上漲前全部收割完畢。「搶收那幾天，
到處是收割機在忙碌，為了和洪水搶時
間，我連午飯都是帶到田裏吃的。」盧
發旺說，多虧了政府緊急從外地調配收

割機，否則他家早稻要虧損10萬多元。
余干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朱志明說，

今年余干縣早稻播種面積達到 92.1 萬
畝，在洪水來臨前當地緊急調配收割機
搶收，高峰時有來自全國各地的4,500多
台收割機連續作業，近百家糧食烘乾廠
24小時運轉，對搶收的稻穀進行烘乾。
作為全國重要糧食產區，今年，江西

克服疫情和汛情的雙重考驗，夏糧再獲
豐收。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早稻生產
數據顯示，今年江西早稻總產量達到
129.3億斤，較上年增產4.1億斤。

■■ 中國不僅夏糧生產實現了中國不僅夏糧生產實現了
「「十七連豐十七連豐」，」，秋糧生產也豐收秋糧生產也豐收
在望在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黑龍江省下撥資金黑龍江省下撥資金11..77億元億元，，對受對受
災地區玉米和水稻收穫機械改裝予以災地區玉米和水稻收穫機械改裝予以
全額補助全額補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第一簍陽澄湖大閘蟹捕撈出水今年第一簍陽澄湖大閘蟹捕撈出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