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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收集田间数据、App 查询水稻长势、
“田保姆”托管服务……这个
收获季充满科技风与未来感

从
“会种田”到“慧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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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亩田，
而且粮食损耗率也大大降低。

“田保姆”让农民当上“甩手掌柜”

“老把式”体验掌上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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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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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肥料很有用处。

9 月 21 日，在康平县方家屯镇小房身村，果农展示收获的苹果。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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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市里成立农事服务中心，全市
农机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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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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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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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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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陈
聪、魏弘毅、陈春园）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
受贿、徇私枉法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 9
月 22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
主任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一案，对被告
人傅政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
刑、假释，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四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
释；对傅政华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2005 年至 2021 年，
被告
人傅政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
北京市委常委，
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
政法委员会委员，
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
利，
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
职务调整、
案

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
本人直接或者通
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17 亿余元。2014 年至 2015 年，傅政华
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
对其弟弟
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
不依法处置，
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傅
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
傅政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
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论罪应当判处死

刑；
傅政华徇私枉法，
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
影响特别恶劣，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
犯受贿罪并罚。鉴于傅政华归案后如实
供述罪行，
尚能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
提供
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
有重大立
功表现，
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对
其判处死刑，
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傅政华
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
严重危害，
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
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
减刑、
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
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 9 月
22 日，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
开宣判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
立科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伪造身份证件一案，对被告人王立科
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
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包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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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减刑、假释；对王立科受贿犯罪所得及
孳息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3 年至 2020 年，被
告人王立科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族自
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北宁市公安局局长、
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葫芦岛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
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及江苏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
款办理、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伙同其特定关系人非法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4
亿余元。王立科为谋求本人及他人职务
晋升等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向公安部
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共

计 9731 万余元。王立科明知娄河涉黑犯
罪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充当该组织
的“保护伞”，长期放任该组织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帮助该组织逃避查禁与打击，
并为该组织协调银行贷款，致使其不断
发展壮大，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王立科还利用职权
为其本人及亲属、特定关系人等违法办
理多份虚假身份证件。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王立科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行贿罪、包
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伪造身份证
件罪。王立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收受
贿赂后为多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帮助
有关企业协调银行贷款致使巨额贷款无
法偿还，还多次利用职权插手案件办理，
严重破坏司法公信力，犯罪情节特别严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
1888 999 5553
东方：
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
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
刑；王立科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
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特别严重；长期包
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伪造多份居民身份证件，均属情节
严重，对其所犯行贿罪、包庇、纵容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亦应依
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并罚。鉴于
王立科主动到案，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
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缴绝大
部分违法所得，具有从轻处罚情节，对其
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王立科
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
严重危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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