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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九月，风吹稻浪。北大荒集团

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有限公司的“85
后”农机手陆向导正在抓紧检修收割机，

为即将到来的秋收做准备。

陆向导是第三代北大荒人。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垦荒大军挺进北大荒，陆向

导的爷爷陆诗然是其中一员，他们“早起

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

汤就饭。”此后科技不断进步，父亲陆书

民用上了拖拉机、收割机。到陆向导这

一代，只需轻触安装在插秧机上的平板

电脑，搭载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插秧

机便开始在田间忙碌，绿油油的秧苗就

扎根在黑土地。

“现在先进的种植技术和机械设备

会由我们农机手最先接触掌握，等技术

成熟后向农场种植户推广。”陆向导说，

农闲时，自己会教种植户对比不同的水

稻和肥料品种，帮助他们提高种植技术、

操作先进农机。

从人扛牛拉“六只脚”，到“四只脚”

的拖拉机，再到不用下田的无人化智能

操作，新时代的“种田人”改变了传统的

农业种植方式。

他们中有农学硕士、农技员，有多年

在外打工的农民，也有曾经商办厂的创

业者。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新的产销模

式，他们推动了特色农业、生态种养、绿

色食品、农村电商、农旅融合产业发展，

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没想到我这个‘庄稼汉’竟有机会

站上大学讲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种

粮大户闵小明务农 16年，今年受聘担任

江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他

感到新型职业农民越发有奔头、有面子。

近年来，江西农大探索将大学生创

新创业导师选聘工作由校内延伸到田间

地头，先后聘请了18名年龄在30岁至55
岁之间的“农民导师”，对接受继续教育

的农民和相关专业的学生开展辅导教

学。这些“农民导师”享受副教授级课酬

待遇。

“农业现代化再加上一大批高素质

的新一代‘种田人’，这将对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江西省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智慧农业与农业外经处处长

陈勋洪说，在培育现代化农业技术人才

的基础上，利用新技术、互联网思维赋能

农业，我们的饭碗就能端得更稳。

从“会种田”到“慧种田”
——来自田间一线的观察

9月 23日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很多人还在脑补农民弯腰弓

背、挥汗如雨的农忙画面时，在全国各地的广袤农田里，无人机遥感技术等

科技的应用、智能化农业机械的登场、保姆式耕种管收托管服务的普及，令

这个收获季充满科技风与未来感。

中国饭碗如何通过“藏粮于技”端得更稳？“新华视点”记者在田间地头

寻找答案。 据新华社

在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北大荒集

团建三江分公司红卫农场有限公司，第

九管理区种植户李英俊正在田里进行割

晒拾禾作业，抢早收获水稻。他身后的

这片 55万亩的水稻田，已经连续两年应

用多光谱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收集田间

数据，监测水稻在各个农时节点的生长

情况。

“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通过利用多

光谱无人机航拍稻田、收集数据，再结合

地面样本的采集，生成水稻长势分析图

和施肥指导处方图，上传到农场的智慧

农业大数据服务应用平台提供给种植

户。”红卫农场有限公司智慧农业先行示

范区副主任于海铭说，自己地里水稻长

势旺盛还是缺肥，种植户通过手机App
一看便知，施肥也能更精准，对于改善粮

食品质、提高产量、节约肥料、降低成本

很有用处。

在全国一些地区，机械化、信息化的

新农事在广袤田野里不断书写着。

在江西省丰城市董家镇富硒大米生

态基地，3000余亩金黄色的富硒稻正在

加紧收割。丰城市通过建立农事、农资、

农机服务大数据平台，破解农民种粮中

遇到的难题，让农民从“会种田”变成“慧

种田”。

“以前农忙时到处找农机，现在市里

成立了农事服务中心，全市农机实现了

‘云集合’，只要手机一点，就有农机服务

上门。”董家镇种粮大户饶彬说。

在南昌智慧大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一处万亩智慧农场，秋收时节几

乎看不到人。金灿灿的稻田中，一台台

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快速收割水稻，谷粒

落入存储仓，秸秆被切碎回田。

“从春耕到秋收，我们都可以实现全

天候、全过程、全空间智能化无人生产作

业模式，为粮食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该公司总经理邹泰晖说，得益于无人农

机的推广应用，26名职业农民能种上万

亩田，而且粮食损耗率也大大降低。

在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龙江

县超越现代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魏刚正在查看与合作社签约的1000
多名农机手信息。“十一”假期过后，农机

手将驾驶数百台收割机、拖拉机、运粮车

等，开赴玉米收割一线，履行托管职责。

通过实施一套科学、统一的作业标

准和大垄密植的耕种模式，合作社今年

全程托管了县里 49万亩玉米地，覆盖农

户 8000多户，托管面积占全县玉米种植

面积的十分之一。

“我们合作社以产业化服务为主，建

成从县城、乡镇到村屯的组织架构；全县

大部分村屯都有农机手，每个村屯的农机

手负责各自村屯地块的作业。”魏刚说。

龙江县景山村窝卜屯的高友是合作

社雇佣的农机手之一，今年他承担了 16
户村民共 1300多亩地的秋收托管任务。

“我跟着合作社干了 4年，自己的耕种水

平越来越高，也眼瞅着合作社提供的托

管套餐越来越优化。”

高友告诉记者，今年有一户年老无耕

作能力的村民把自家的地托管给他种，得

益于合作社提供的科学耕种模式，玉米亩

产大幅增加。跟几年前土地流转收益相

比，那一户村民今年收入有望翻番。

有了“田保姆”，农民种地更轻松。这

并非一句广告词，而是智慧农业对“谁来

种地、怎么种地、如何种好”的有力回答。

江西省吉水县醪桥镇种粮大户周小

毛，今年种了500多亩中稻。但他本人却

如同当起了“甩手掌柜”，中稻收割时都

没下田，鞋面上甚至没沾泥点。

“我和江西井冈山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签了托管合同。育秧、耕地、插秧、施肥、

收割和销售都不用操心，平日管管沟渠供

水就行。”周小毛说，如今粮食也不愁卖，

每亩田每年有两三百元的稳定收益。

井冈山粮油集团副总经理冯小庆告

诉记者，公司从 2015年开始在吉水县探

索发展订单农业，为农户提供优质稻种、

农资配套、农机服务、粮食收储等社会化

服务，如今订单面积达21万余亩，占全县

水稻种植面积一半左右。

相比以前，如今购买农业社会化服

务如同看着菜单点菜。冯小庆说，公司

既提供全过程托管的“全职田保姆”服

务，也有购买单项或多项农业服务的“钟

点工田保姆”，农田托管形式更为丰富。

“老把式”
体验掌上务农

“田保姆”让农民
当上“甩手掌柜”

“种田人”已不是
那个“庄稼汉”

康平县方家屯镇东小陵村农民展示收割的谷穗

前8个月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同比增长7.2%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1至 8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4927.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2%（折合751.1亿美元，同比增长

5.8%）。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投资同比增长 25.1%，流向批发

和零售业投资同比增长13%，流向

制造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

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8.2%，占同

期总额的 18.6%，较上年同期上升

0.5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1至8月，我国对

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6113.7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折合

931.9亿美元，同比增长1%）；新签

合同额846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5.9%（折合 1289.8亿美元，同比

下降 7.2%）。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07.5亿
美元，新签合同额667.6亿美元，分

别占总额的54.5%和51.8%。

前8个月欧盟
对华投资增长123.7%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

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

开放共识有所弱化。中国始终支

持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推动高水

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

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束珏婷

说。

发布会上，束珏婷介绍了中

欧、中德经贸投资合作情况。她介

绍，今年1至8月，欧盟对华投资增

长 123.7%（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

据）。这充分表明，包括欧盟在内

的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希望继续深化对华投资合作。

谈及中德经贸合作，束珏婷

说，1至 8月，中德贸易额达 1550
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截至目前，

双向投资存量超过 550 亿美元。

中德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是全球

化发展和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

中方愿与德方一道，共同推动两国

经贸关系互惠互利、行稳致远，为

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

正能量。

从三方面推进实施
自贸区提升战略

束珏婷表示，入世以来，我国

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自贸协定

内容日益丰富，水平不断提升，立

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初步形

成。下一步，将从“扩围、提质、增

效”三方面发力，推进实施自贸区

提升战略：

进一步扩大范围。积极推进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进程；全面推进

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谈判；继续推进与海合会、

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以色列、挪威

及中日韩等自贸协定谈判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 3.0版等升级进程，

与更多有意愿的贸易伙伴商签自

贸协定，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进一步提升水平。进一步提

高货物贸易零关税比例，放宽服务

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积极参与数

字经济、环境保护等新规则议题谈

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

进一步增强实效。以《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
效实施为契机，加大对自贸协定的

宣介、推广、培训，提升自贸协定综

合利用率，让协定更好更快惠及企

业和人民。

多领域对外投资保持增长、
推进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

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新华社合肥9月22日电 薄

如蝉翼的高精度铜箔、应用于新型

显示产业的高端材料、能检测物料

成分的激光成分分析仪……在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一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了自

己的“黑科技”、新产品，为制造业

发展增添了新活力与新动能。

走进本届大会展馆合肥滨湖国

际会展中心，数万平方米的空间里

科技感十足。在铜陵市华创新材料

有限公司展台，一卷卷轻薄闪亮、滑

若丝绸的铜箔吸引许多人围观。“没

想到厚重的金属铜也能加工到比头

发丝还细、比纸还薄。”一名参观者

竖起大拇指说，真是了不起！

“铜箔是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所需的重要材料。”展台工作

人员徐一帆说，该公司致力于高端

材料研发生产，订单增长稳定，

2021年被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尤其是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是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在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安徽禾臣新材料有限公司

展台，几块圆圆的黑色垫子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这是吸附垫和抛光

软垫，别看它们黑乎乎的，却是新

型显示产业链上的必需品。”展台

工作人员许成拿起垫子向记者介

绍，这些产品过去主要依赖进口，

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打破了技术

垄断，目前企业生产的吸附垫产品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公司

也于 2021年成为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所处

的“赛道”千差万别，成长路径也不

尽相同，但灵魂都在于创新。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副主任罗俊章介绍，研发投入和创

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核心竞

争优势的关键指标。目前，我国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设立国家

级研发中心 600多个，总计持有发

明专利 14万余项，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优良的产业生态既离不开大

企业的龙头带动，也离不开中小企

业的配套支撑。本届大会上，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合肥金星智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几台激光

成分分析仪，圆润流畅的外形吸引

了许多观众的目光。“这些机器不

仅‘颜值’高，‘智商’更高。”该公司

工作人员柳文翔说，激光成分分析

仪能快速检测物料的成分，无需采

样、制样，检验结果也能同步到数

据平台。目前，这些仪器已经广泛

应用于有色、钢铁、电力等领域的

大型企业，助力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建设。

从普通的中小企业成长为“小

巨人”，需要多方共同浇灌、培育。

大会上，安徽省天助纺织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展示的涤棉分离技

术令人印象深刻。它能将废旧衣

物、边角料中的纤维素提取出来，

重新制成吸音板、湿巾等，减少了

纺织行业污染和浪费。

“在我们一步步成长为‘小巨

人’的过程中，离不开贷款贴息、产

学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惠企政

策的支持。”该公司销售经理钱永

景说，今后公司将继续加强科研创

新，争取成为拥有“独门绝技”的单

项冠军。

“小巨人”为中国制造注入活力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的专精特新企业观察

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情况如何？怎样进一步提升多边

贸易水平？在商务部22日举行的网上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束珏婷针对近期经贸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