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9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通过多年
坚持不懈的水利工程建设，目前我国已经基本
建成了江河防洪、城乡供水、农田灌溉等水利基
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
的支撑。

李国英称，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
98000多座水库，总库容8983亿立方米。修建的
各类河流堤防43万公里，开辟了98处国家蓄滞
洪区，总容积达到了1067亿立方米。依靠这些
工程体系，同时运用拦、分、蓄、滞、排等综合措
施，抵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

此外，经济社会用水保障能力和水平得到
大幅度提升。相继建成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
一期工程和其他一大批跨流域、跨区域调水工
程，全国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逐步得到
完善。现在年供水能力达到了8500亿立方米，
城市多水源的供水保障体系日渐完善，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由“十三五”初期的76%提高到现在
的83%。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生
产了全国75%的粮食和90%的经济作物。

我国已建成98000多座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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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2020年被确立为国家级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今年以来，该镇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

“非粮化”整治，累计将完成3700亩的土地开发和640亩的土地
复垦。东林镇一边进行土地开发复垦，一边通过土地流转增收，

并将获得的结余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收益，优先用于美丽乡
村、美丽田园和现代化农业产业项目建设，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在林业领域，遥感技术从局部
应用研究，到基础高新技术研究，再
到大范围应用，已有 40 多年的历
史，约 70%的林业行业卫星遥感数
据来源于我国自己发射的卫星。中
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副理事
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
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研究员李
增元说，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的资源所，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
还成长起来一支青年遥感辩论“明
星队”。

中国青年遥感辩论大赛是由中
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主办的学
术交流活动。自 1998 年以来，至今
已成功举办十届，是我国遥感领域
重要的赛事之一。

靠实力赢得荣誉和尊重

时隔20多年，时任资源所所长、
首届辩论队领队的鞠洪波研究员仍
然清晰地记得1998年首届辩论赛的
辩题：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是发展的方
向。他回忆说，在当时，提高卫星遥
感的空间分辨率是遥感领域公认的
发展趋势，因此资源所辩论队作为反
方，立论不占优势，恰巧又遇到了北
京大学代表队这一强劲对手，压力可
想而知。

压力面前，鞠洪波、李增元两位
专家带领团队积极组织赛前的策划
讨论。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参赛辩
手雄厚的专业知识和辩论技巧，资源
所辩论队脱颖而出，获得首届中国青

年遥感辩论赛团体冠军。
赛事结束后，在返程的火车上，

资源所辩论队恰巧与北京大学的辩
手同在一节车厢。对方充分体会遥
感技术在林业落地开花的大有作为，
伸手称赞。用鞠洪波的话说，这次参
赛的过程惊心动魄，成绩耀眼夺目，
打出了林业遥感人的自信和品牌。

在历届遥感辩论大赛上，资源所
辩论队均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其
中，在第七届、第八届赛事中，首届参
赛辩手之一谭炳香研究员成为领队
老师，带领团队又蝉联了两次冠军。
每次参赛团队的协同配合、思想碰
撞、技术交流，都是林业遥感研究成
果的体现，彰显了林业遥感人的生命
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用专业武装人才和队伍

参赛单位越来越多，活动影响力
越来越大，参赛辩手越来越年轻化，
专业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全面。
这是李增元研究员对历届中国青年
遥感辩论赛的体会和感受。

多次担任赛事评委的李增元研究
员十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和成长，他
说，资源所是基于林草学科背景开展
信息化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辩手们
大多在遥感专业基础知识方面存在非
科班的短板问题。有问题不怕，重在
解决。他建议，把遥感专业基础知识
储备和应用能力，作为资源所人才选
拔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评价标准。伴

随着辩论队的成长，一届届辩论队员
也都历练为现如今的业务骨干。

纪平研究员在首届辩论赛中获
得“优秀辩手”称号，作为科技部和财
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科学数据中心
的负责人，依托“林家那些事儿”微信
公众号，挖掘林草科学数据中的知
识，以原创故事的方式传播知识，用
数据助推科普，提升国家平台影响
力，于2019年荣获第八届梁希科普奖
（作品类）一等奖。

参赛辩手庞勇研究员带领科研
团队研建了机载光学全谱段遥感集
成系统，实现了机载遥感多传感器高
分辨率高精度主被动同步观测。系
统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2020年
荣获中国激光雷达创新产品奖。

参赛辩手田昕研究员注重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2019年他带领团队参与贵州省森林生
态产业资源大普查项目，综合运用遥
感技术实现贵州省森林生态产业资源
多目标、多层次、全方位的经营管理，
为解决森林生态产业资源优化等复杂
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资源所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创新提供了有力支
持。2019年，获中国林业青年科技奖。

如今，资源所所长王宏接上了交
接棒，正在指导筹备征战第十一届青
年遥感辩论赛。他表示，青年遥感辩
论赛活动为青年职工和研究生提供
了平台，创造了机遇，成为资源所在
林草资源信息化、林草高新技术研究
领域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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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遥 感 队 伍 在“ 辩 论 ”中 激 流 勇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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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污染及其带来的健康危害，日益受
到全球关注。为应对全球塑料危机，9 月 6
日，由国际竹藤组织主办，中国竹产业协会、
国际竹藤中心协办的“以竹代塑”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举办，来自阿根廷、多米尼加、肯尼
亚、荷兰等国的驻华使节，亚太森林组织等
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内行业协会、科研
机构等代表，共同围绕“减少塑料污染，助力
双碳目标”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作为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简称“服贸会”）的重要边会之一，本次研讨
会也是除竹产品特展外，国际竹藤组织举办
的另一场精彩活动。其目的是通过研讨低
碳竹产品在替代各类塑料制品，以及节能减
排方面的可行方案，引领国际“以竹代塑”潮
流，提供基于自然的“竹”方案，助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作为绿色、低碳、速生、易再生、可降
解的生物质材料，竹子在应对一系列全球
挑战中具有独特作用。”国际竹藤组织董事
会联合主席、国际竹藤中心主任、国际木材
科学院院士江泽慧教授指出，随着竹材利
用的科技创新，竹子的应用更加广泛，在城
乡生活、工业生产、建筑建材、纺织造纸等
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潜力巨大。希
望与会嘉宾通过此次研讨会，集思广益，共
话减少塑料污染，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的双碳目标，为深度开发竹材，保护生态环
境，贡献智慧和力量。

竹子作为塑料污染问题提供了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很多企业已开始生产竹产品
替代塑料制品。

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穆秋姆介绍说，目
前，国际竹藤组织48个成员国中，有将近40

个国家通过了禁塑令或限塑令。期待通过
研讨会上的故事分享和经验交流，展示竹子
作为塑料替代品的潜力和贡献，为实现全球
气候目标提供助力。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孟
宪林称，中国竹产业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
农民脱贫致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木材安
全和粮食安全，以及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
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此次举办“以竹代塑”
国际研讨会，探讨通过利用竹材资源，减少
塑料污染，助推双碳目标，这不仅是对中国
竹产业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也是对全球竹
产业发展方向的开拓。

本次研讨会包括“技术报告”“实践案例
分享”“国际圆桌对话”三个环节。其中，“技
术报告”上，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塑料污染
防治相关政策、以竹代塑潜力、研究进展。

“实践案例分享”中，大家着重分享了以竹代
塑的实际案例。而“国际圆桌对话”则以“应
对全球塑料污染，助推碳减排及国际合作”
为主题，与会嘉宾们展开对话与交流。

第三届全国林草双创大赛总决赛收官
9月10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第三

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
京收官，以线上路演答辩方式评选出金银铜奖
及优胜奖。其中，南京林业大学“松林卫士”、黑
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龙牙楤木芽—东林之
糖”、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园林
国手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工程”，以及北京林业大
学“浮梁林之海西线规划与建设方案”，分别荣
获自选类高校组、职院组、社会组和命题类参赛
项目金奖。另外，本届大赛新增的景观规划设
计赛道也将分专业组和院校组于近期举行总决
赛。

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国200
余家单位近1000个参赛项目参与评选，经前期
网络初评、全国半决赛，遴选出59支队伍参加全
国总决赛。总决赛邀请了行业主管部门领导、
创新创业教育专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近30人
作为评委团评审，最终产生金奖4名，银奖8名，
铜奖12名。

本届大赛以“山水融智 绿色创赢”为主题，
旨在激发广大林草系统人才创新创业热情，扶
持一批创业典型，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林业和
草原基层一线就业创业，更好地服务新时代林
业草原高质量发展。赛后投资机构将与优秀项
目团队进一步交流，签署合作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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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虽没有牡丹的艳
丽、玫瑰的芳香，但却有自己独特的作用，这就是让人望文生义的小草——赖
草。

赖草是禾本科赖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秆单生或丛生，直立，高可达100
cm，叶鞘光滑，叶舌膜质，叶片扁平或内卷，叶片及边缘粗糙有时有短柔毛，
穗状花序直立，灰绿色；穗轴被短柔毛，每节含小穗2～5枚，小穗含5～10朵
小花；颖短于小穗，线状披针形，第一颖短于第二颖，外稃披针形，边缘膜质，
内稃与外稃等长，6-10月开花结果。

赖草生长环境不受限制，不管是绿草茵茵的平原绿洲、山地草原，还是难
以治理的沙地、盐碱地上，均能愉快地生活。并且分布广泛，在我国的新疆、
甘肃、青海、陕西、四川、内蒙古、河北、山西、东北等省区，以及国外的俄罗斯、
朝鲜、日本都有它的身影。

农民对于赖草的嫌弃，并不是无中生有。调查显示，赖草对农田的危害
频率为12.49%，危害指数为3.45，在干旱年份，小麦减产率为30%～40%，如全
田发生，则无法耕种。尤其是在果园，危害更加严重，危害频率达70%，危害
指数达45.8。

虽然赖草是难除的杂草，但利用好了，其价值却不可估量。
叶片没有早熟禾的柔软、蛋白含量没有苜蓿高的赖草，在早春返青时节，

却是家畜最好的食粮，而在秋天，又能制成干草，为家畜储粮过冬。这是地上
部分的价值，赖草地下的价值更是炫耀的资本，特别是地下横走的根茎，是它
在干旱、寒冷地区生存的法宝，同时，也是赖草与其他植物进行争夺地盘的武
器，为了生存，赖草不断扩展自己的地下根系，庞大的根系形成根网，是防风
固沙、保持水土的利器。

赖草全身是宝，地下根茎或全株均可入药，药性微寒，味苦，有清热利湿，
止血之功效；主治感冒、淋病、哮喘、痰中带血等症状。

赖草的家族是小麦和大麦的近缘种植物，异花授粉并具有JX染色体组
的特性，可以作为育种的原始材料或提取优异基因培育新品种，深受作物和
牧草育种科学家们的重视，山西农业大学草业学院侯向阳团队成员慧眼识
金，经过驯化选育，让赖草在生态修复、盐碱地改良方面大显身手。

名字虽称赖草，但并不依赖别人，靠自己发达的地下根茎，去扩展、发展，
使自己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可以为畜牧业发
展提供饲草，更是生态建设、盐碱地改良的
首选资源。由此可见，赖草是一棵有用的、
不平凡的小草。

明朗的厂房，整洁的布置，标准化的生产
模式……当笔者走进内蒙赤峰市敖汉旗万家
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菌业）时，很快
被眼前灭菌、育菇、包装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
所吸引。

作为当地的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万
家菌业以“致力于发展菌类产业，带动农民致
富，振兴地方经济”为目标，自2018年成立以
来，现已建成集食用菌菌种研发、菌棒生产、
鲜菇种植、深加工、市场营销、冷链物流于一
体的菌业综合产业链。

“2020年，我们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种植
食用菌400万棒，生产食用菌4000吨，深加工
食用菌5.5万公斤。”万家菌业董事长万春峰
告诉笔者。

院企合作推动科技研发

做大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万家菌业于2018年

开工建设贝子府千亩食用菌扶贫产业园。
截至目前，万家菌业已完成了水、电、路，

菌棒生产车间、菌种研发中心、保鲜库，职工
食堂、宿舍、行政办公大楼等完备的生产生活
配套设施，建成了正规的、一流的现代化企
业。

与此同时，万家菌业还与上海市农业科
学院签约合作，组建了业内一流的技术团队，
在生产技术上，无后顾之忧；组建了强有力的
管理团队，完全按照现代化企业运营模式科
学管理，高效运行；与福建、河北等多地经销
商建立了固定的业务合作关系，销路畅通。

食用菌深加工产业园现完成了加工园区
规划设计，于2020年7月份正式投产。目前
两条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一条速冻生产线，
一条烘干生产线，速冻产品主要销往俄罗斯、
德国、泰国等国家，食用菌干品主要线上销售
和线下商超销售。

“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扩大规模，稳
步实现企业与菌农双赢。”万春峰说。

探索帮扶助农稳定增收

在企业的蓬勃发展的同时，万家菌业一
直在探索如何帮扶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现
资产收益，帮扶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群实
现稳定增收，帮扶无能力投资的农户零投入，
此外，还帮扶无产业项目村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探索之后，便是行动。
万家菌业主动承担起无能力发展产业项

目的低收入人群产业增收任务，每年向1371

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群按时按规定发放资产
收益资金和企业分红资金。

此外，万家菌业还优先安排46名低收入
人群就业，年收入1.5万元以上。

而对于无能力投资的农户，万家菌业把
菌棒先赊销给农户，农户利用园区的大棚以
及附属设施生产，待回收香菇时再按比例分
批次扣除菌棒成本。

2020年，贝子府镇贝子府村的冯朝民在
万家菌业承包了两个大棚，棚内种植1.6万个
香菇菌棒，公司赊销菌棒、免费技术指导，并
高于市场价格回收，当年纯收入达到3万多
元。

规模化发展形成良好势头

近年来，万家菌业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
展势头，带动了贝子府镇乃至全旗的食用菌
产业由小农户零散种植向适度规模化发展，
并成为敖汉旗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

对于万家菌业的未来，万春峰有着清晰
的规划。

在市场营销上，万家菌业与福建、河北、
河南、江苏、北京多地经销商建立了稳定的供
销合作关系，确保销路畅通。

在品牌打造上，万家菌业注册了香菇鲜

品商标“阿茹娜”，深加工商标“大黑山香菇”
与“菇里香”等系列品牌。

2019年2月，万家菌业有限公司与敖汉
旗人民政府正式签约，建设万亩食用菌栽培
及万吨食用菌系列产品深加工项目，计划
2022 年建成，届时年产值将达 2 亿元，安置
3000人稳定就业，人均劳务收入万元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万家菌业注册成立了
敖汉旗贝子府镇食用菌产业发展协会。同
时，还新落地4个食用菌产业项目边建设边
生产，各个园区在产业发展协会的统一协调
服务下，形成了集群、高速、高效发展的良好
势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

小蘑菇大产业小蘑菇大产业 幸福幸福““菌菌””入千万家入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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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竹藤组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