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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鱼塘种稻是指利用水产养殖的池塘种植水稻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发展鱼塘种稻，可在稳定鱼塘

养殖面积的同时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提升粮食安全，并减少养殖尾水污染。2022 年早季在广州开展的鱼塘种稻
试验取得初步成功。供试水稻品种为粤泰油占、黄广油占、美香占 2 号、泰丰优 208、广红 3 号、粤香 430、粤
农丝苗、五山丝苗、南晶香占等 9 个，养殖品种为大口黑鲈、澳洲淡水龙虾、鲫鱼和黄颡鱼等 4 个。结果表明，
在鱼塘种植条件下，不同水稻品种间的产量差异显著，且与稻田种植差异大，以粤香 430 产量最高，每 667 m2
达到 390.8 kg，比产量最低的泰丰优 208 增产 148.6%。4 个养殖品种均表现良好，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其中
以澳洲淡水龙虾表现最佳。目前鱼塘种稻还存在成本偏高、技术标准缺乏、基础研究滞后等问题，亟需从浮板研制、
稻渔品种搭配、水稻品种筛选、肥料运筹、有害生物防控、配套农机装备等方面加强协作攻关，同时加强相关
基础理论研究。通过技术集成，建立鱼塘种稻绿色高产高效综合技术模式，制定技术标准。随着研究深入和技
术熟化，鱼塘种稻将为我国特别是南方地区的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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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sh pond rice planting is 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y that uses aquaculture ponds to
grow rice. The development of fish pond rice planting technology can keep the aquaculture area, expand the rice
planting area, improve food security, and reduce pollution from aquaculture tail water. In the early season of
2022, we conducted a fish pond rice planting experiment in Guangzhou and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The tested
rice varieties were Yuetai Youzhan, Huangguang Youzhan, Meixiangzhan No. 2, Taifengyou 208, Guanghong
No. 3, Yuexiang 430, Yuenong Simiao, Wushan Simiao, and Nanjing Xiangzhan. The aquaculture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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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largemouth black bass, Australian freshwater lobster, crucian carp and yellow catfis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ain yield among tested rice varieties under fish pond cultiv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under field cultivation. The yield of Yuexiang 430 was the highest, reaching
390.8 kg/667m2, which was 148.6% higher than that of Taifengyou 208. The four aquaculture varieties all performed well, with
high survival rate and fast growth speed, among which the Australian freshwater lobster performed the bes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critical problems such as high cost, lack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lagging behind in basic research in fish pond rice
planting. Coordinat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low-cost floating bed development, improve rice and fishery matching,
screen out more rice varieties, optimize fertilizer management and pest control, manufacture or adapt support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strengthen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Finally, the green, high-yield and high-efficiency fish pond rice
planting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echnical integr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search and the
maturing of technologies, the fish pond rice planting technology will make increasing contributions to food security,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Key words: fish-pond rice planting; food security; fish-pond aquaculture; tail water treatment; strategies

广东是一个拥有 1.27 亿人口的粮食消费大
省，年粮食消费量达到 5 000 多万 t，而粮食产
量仅 1 200 多万 t，自给率仅 24% 左右，粮食安
全问题备受关注。水稻是广东第一大粮食作物，
2020 年播种面积 183.4 万 hm2，总产量 1 099.6 万 t，
分别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 83.2% 和
86.7%［1］。稳定水稻种植面积，提高水稻产量，
是保障广东粮食安全的关键。近年来，广东先后
采取对撂荒地复耕复种、耕地占补平衡等措施，
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
农村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低等原因，稳定水稻
种植面积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而
广东地处华南，水产养殖发达，如能开发部分鱼
塘水面种植水稻，可有效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为
保障广东粮食安全开辟一条新路。
鱼塘种稻是指利用水产养殖的池塘种植水稻
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根据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
在时间上是否重叠或部分重叠，鱼塘种稻可分为
稻渔轮作或连作（时间上不存在重叠）和稻渔共
作（时间上存在重叠）等类型。根据水稻种植在
鱼塘中的空间位置，鱼塘种稻可分为鱼塘水上种
稻和鱼塘塘底种稻两种类型。前者以适当的材料
为漂浮载体，在鱼塘水面上种植水稻，后者则直
接在鱼塘塘底种植水稻，通常采用高秆水稻品种。
根据水稻种植基质的不同，鱼塘水上种稻又可分
为无土栽培（水培）和土培两种类型。无土栽培
一般采用海绵等支撑物固定水稻植株，而土培则
采用塘泥等基质固定。此外，根据鱼塘水中的盐
分含量高低，可将鱼塘分为淡水鱼塘和咸水鱼塘，
它们对水稻品种和种植技术的要求有所不同。鱼
塘水上土培种稻具有稻渔共生、一塘两用、实施

方便等优势，是目前鱼塘种稻的主要模式，本文
以此模式为主展开分析。
1980—1990 年 代， 中 国 水 稻 研 究 所 开 展 了
水上无土种植水稻研究并取得成功［2-5］。该研究
以泡沫板为浮体材料，采用海绵固植水稻植株，
每 667 m2 实收稻谷产量达到 496 kg［2］。但由于
种植成本高等原因，未能实现大面积应用。随着
科技不断进步和新材料、新装备不断涌现，以及
国家对粮食安全、环境保护问题日益重视，鱼塘
种稻技术再次受到关注。近年来重庆、浙江等地
出现了鱼塘种稻的零星应用案例［6-7］。但这些案
例多为基层农技人员或农户的自发探索，缺乏系
统研究，也未形成成熟的技术方案。2022 年我们
研究团队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展了鱼塘种稻初步试
验。本文对鱼塘种稻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我们
的初步研究结果，对目前鱼塘种稻的存在问题、
发展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推动鱼塘种稻的深入
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1
1.1

发展鱼塘种稻的意义
鱼塘种稻有利于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保障粮

食安全
广东是渔业大省，2020 年全省水产养殖面积
47.41 万 hm2，其中淡水养殖面积 30.94 万 hm2［8］，
相当于稻田面积的 33.7%。如果能开发 50% 鱼塘
种植水稻，按每年 2 季、种稻面积占水面面积 1/3
计，则每年可增加水稻种植面积 10.3 万 hm2，相
当于现有水稻播种面积的 5.6%。2020 年中国人
工淡水养殖面积 504.06 万 hm2［8］，其中相当部分
具有发展鱼塘种稻的潜力。已有研究表明，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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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稻具有不怕旱、不怕涝、病虫为害轻、抗倒性
强等优势，稳产性较好［3-4］。
1.2 鱼塘种稻有利于稳定鱼塘养殖，协调粮渔争
地矛盾
鱼塘养殖是南方水网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以其经济效益高等优势深受广大农民喜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化，农业产
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由于种粮经济效益不佳，
为了追求更高的种养效益，部分稻田被转为养殖
鱼塘，水产养殖面积持续扩大。但近年来随着国
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突显，部分
鱼塘面临复耕种稻的压力，种粮与水产养殖的矛
盾显现。鱼塘种稻可以一塘两用，水上种稻，水
下养殖，在稳定鱼塘养殖的同时增加水稻种植面
积，从而缓解粮渔争地矛盾，实现粮食安全与农
民增收的协调。
1.3 鱼塘种稻有利于净化水质，减轻环境污染
合理的饲料投入是实现水产养殖高产高效的
基础。但养殖尾水中往往出现氮磷等物质超标问
题，导致环境污染。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
重视，养殖尾水排放的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淡
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2007）等
相关标准和法规出台，要求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为解决池塘养殖尾水污染问题，广东正着力推广
“三池两坝”（即沉淀池 + 过滤坝 + 曝气池 + 过
滤坝 + 生态池）等尾水处理技术。该技术要求各
水产养殖场“三池两坝”面积不低于养殖总面积
的 8%~10%［9］。此外，氮和磷是养殖尾水中的主
要污染物，而它们恰恰是水稻生长发育所需的主
要营养元素。每生产 100 kg 稻谷，水稻需吸收纯
氮 1.5~2.0 kg、纯磷 0.26 kg 左右［10-11］。鱼塘种稻
可以利用水稻吸收鱼塘水中的氮、磷等元素，实
现养分循环利用，从而净化水质，减轻环境污染。
宋祥甫等［12］ 采用浮床无土种植的方法，研究了
鱼塘种稻对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的去除效果，结
果表明，在水深 1.4 m 左右、水面浮床覆盖率分
别为 20%、40% 和 60% 条件下，通过水稻自分蘖
至成熟期历时 84 d 处理，全池水体中全氮净去除
率分别为 29.0%、49.8% 和 58.7%，总磷净去除率
分别为 32.1%、42.0% 和 49.1%。李凤博等［13］ 在
黄颡鱼精养塘塘底种植高秆型水稻，研究发现在
水稻生长期，种稻鱼塘水体中的氮、磷养分含量
显著低于不种稻单养鱼池塘；在水稻收获期，不

种稻单养鱼塘水体的总氮和总磷含量为 11.98、
0.52 mg/L，超过《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标
准，而种稻鱼塘水体中的总氮和总磷含量仅为
0.49、0.08 mg/L，达到《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
求》一级标准；种稻鱼塘水体中的总氮、铵态氮、
硝态氮和总磷含量分别比不种稻鱼塘降低 96%、
98%、98% 和 84%。
按渔业水质标准规定，水体溶氧量在连续
24 h 内必须有 16 h 以上高于 5 mg/L，且任何时
候都不得低于 3 mg/L。根系是水稻吸收水分和养
分的主要器官，同时也是多种物质合成和分泌的
场所［14］。水稻与其他水生和湿生植物一样，为
适应淹水胁迫环境，在根系内形成发达的通气组
织。通气组织为根系氧气运输提供通道，满足根
部呼吸需要。氧气由地上部通过通气组织向地下
部运输，部分被释放到根际，使根际形成微域氧
化圈。这不仅缓解了一些还原性物质对根系的毒
害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硝化作用等好氧过程，对
根际氮素循环发挥重要作用［15］。据测定，水稻
单株根系径向泌氧量（ROL）随着水稻生长显著
增加，且高产品种增加幅度大于低产品种。根系
发达、通气组织发育好的水稻 ROL 也较大。在水
稻播种后 50 d，低产品种和高产品种的 ROL 分别
为 700、1 400 μmol/ 株·h 左右［15］。若保守地按
667 m2 种植水稻 15 000 株、种稻面积占鱼塘面积
30%、ROL 为 700 μmol/ 株·h、每天根系泌氧 12 h 计，
则 667 m2 水 稻 的 根 系 泌 氧 量 为 1.21 kg/d。 按 水
深 1.5 m 计， 则 可 使 鱼 塘 水 体 溶 解 氧 浓 度 提 高
1.21 mg/L。可见，鱼塘种稻通过水稻根系泌氧，
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鱼塘水体的氧气供应。种
稻鱼塘的化学需氧量（COD）低于不种稻单养鱼
塘［13］，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2
2.1

广东鱼塘种稻研究初步进展
试验材料与方法

2022 年早季，我们在广州市南沙区广东国际
渔业高科技园开展鱼塘种稻试验，共用 4 口鱼塘
（编号 1~4 号），水面面积共 0.93 hm2。1 号塘
为水稻品种筛选试验，供试水稻品种为粤泰油占、
黄广油占、美香占 2 号、泰丰优 208、广红 3 号、
粤香 430、粤农丝苗、五山丝苗、南晶香占等 9 个（另
有品种 19 香因遭受严重鼠害未纳入分析），养殖
品种为大口黑鲈优鲈 3 号。2、3、4 号塘供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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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图 1 可 见， 不 同 水 稻 品 种 在 鱼 塘 种 植
条 件 下 的 产 量 存 在 显 著 差 异（F=14.15**，
P<0.0001）。 在 本 试 验 条 件 下，9 个 供 试 品 种
中以粤香 430 稻谷产量最高，每 667 m2 产量为
390.8 kg，其次是粤泰油占、为 339.2 kg，泰丰优
208 产量最低、为 157.2 kg。产量最高品种与最低
品种相差 148.6%，变异系数为 29.21%。据了解，
9 个供试水稻品种的区试产量（按两年区试每 667

500
a
a

400
产量 Yield (kg/667m2)

稻品种分别为南晶香占、粤农丝苗和五山丝苗，
养殖品种分别为澳洲淡水龙虾红螯螯虾、白金丰
产鲫和黄颡鱼。
水稻于 3 月 21 日播种，常规抛秧盘育秧，
4 月 13—24 日 移 栽。 选 用 33.4 cm×33.4 cm×5
cm 的 HDPE 材质塑料浮板（壁厚≥ 2 mm，拉力
>180 kN/m2，浮力 >300 kN/m2）。配套塑料小盆
钵，小盆钵高 8 cm，开口内径 8 cm，盆底内径 4.5
cm，底部有内径 1 cm 小孔 8 个。每块浮板 4 穴，
每 667 m2 种植 2.4 万穴，水稻种植面积占鱼塘面
积的 45%。以塘泥作为栽培基质，每盆装风干塘
泥 250 g，每盆栽插 1 穴，杂交稻每穴 2 苗，常规
稻每穴 3~5 苗。移栽作业在岸上进行，移栽前先
将塑料浮板拼接成 10 m2 的大块，然后将移栽好
的盆钵置于浮板洞中，移栽完成后再将浮板移入
水中并固定。在水稻移栽前，每 667 m2 施用复合
肥（含氮 15%、五氧化二磷 5%、氧化钾 10%）
36 kg 作基肥。移栽后根据水稻长势，1、2、3、
4 号塘分别在分蘖末期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每
667 m2 追施尿素 2.5、2.5、7.5、5.0 kg。
水稻播种的同时进行鱼塘清淤、消毒、平整
和放水等作业。在水稻移栽完成后，分别在 1、2、3、
4 号鱼塘每 667 m2 投放大口黑鲈 2 000 尾、澳洲
淡水龙虾 3 500 尾、鲫鱼 2 000 尾和黄颡鱼 10 000
尾，投放时各养殖品种种苗的体长分别为 5.7、3.0、
5.8、3.0 cm。按常规养殖方法投喂和管理。
在水稻成熟期，对 1 号塘各水稻品种以及 2、
3、4 号塘水稻品种，分别随机选取 3 个代表性样点，
每个样点实割 100 盆，脱粒晒干，去除杂质和空
秕粒，称取 300 g 在 105℃下烘干至恒重，测定水
分含量，最后折算成含水量 14% 的稻谷产量。
采用 Excel 2007 整理数据，采用 Statistix 8.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t 测验检验品
种间产量差异显著性。
2.2 试验结果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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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水稻品种鱼塘种植条件下的稻谷产量
Fig. 1 Grain yields of different rice
varieties grown in fish pond

m2 平均产量计）分别为：粤泰油占 447.87 kg、
黄广油占 486.38 kg、美香占 2 号 365.08 kg、泰丰
优 208 457.78 kg、广红 3 号 430.20 kg、粤香 430
456.25 kg、粤农丝苗 429.27 kg、五山丝苗 458.11
kg、南晶香占 424.15 kg，以黄广油占的产量最高、
美香占 2 号最低，产量最高品种与最低品种的产
量相差 33%，变异系数为 7.71%。可见，鱼塘种
植条件下的水稻产量表现与稻田种植时的产量表
现差异很大，稻田种植时产量高的，在鱼塘种植
时产量不一定高，反之亦然。而且鱼塘种植条件
下不同品种的产量差异，比稻田种植条件下的产
量差异大得多。
同一水稻品种在不同鱼塘的产量也存在较
大差异。1 号塘和 2 号塘的施肥量完全相同，但
南晶香占在 1 号塘的稻谷产量每 667 m2 为 275.9
kg，而在 2 号塘（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的稻谷产
量为 399.0 kg，比 1 号塘高 44.6%；3 号塘的粤农
丝苗（养殖鲫鱼）和 4 号塘的五山丝苗（养殖黄
颡鱼）产量分别为 294.4、453.0 kg，也与 1 号塘
相应品种的产量存在很大差异，说明施肥和水产
养殖对水稻产量有显著影响。水稻品种与养殖品
种的优化搭配，以及种植和养殖技术的改进，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试验条件下 4 个养殖品种均表现良好，成
活率高，没有出现死亡现象。有的养殖品种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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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甚至比不种稻条件下还快，如澳洲淡水龙
虾经过 2 个半月的养殖期，平均体重从 0.8 g 增长
到 50 g。这可能与鱼塘种稻对水质的改善有关［16］，
也可能与本试验中的养殖密度较低有关。有研究
表明，在鱼塘底部种植水稻能显著促进日本沼虾
生长，日本沼虾的平均体重比不种稻对照增加
73.1%［16］。

3

广东鱼塘种稻研究对策

目前，鱼塘种稻还存在成本偏高、技术标准
缺乏、基础研究滞后等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
瓶颈，亟需组织水稻种植、水产养殖和农机装备
等方面的科技人员进行联合攻关。目前，对鱼塘
种稻研究需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3.1 研发鱼塘种稻专用浮板，实行标准化生产，
降低成本
当前鱼塘种稻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是种
植成本高，特别是浮板成本和人工成本。目前
采 用 EVA 泡 沫 浮 板， 每 667 m2 成 本 为 1 万 元
左右，若按重复使用 5~7 季计，则每季成本为
1 500~2 000 元，若采用 HDPE 塑料浮板则成本更
高。如能按照鱼塘种稻的技术要求，进行浮体材
料的定向筛选，研制鱼塘种稻专用浮板，有可能
找到更为价廉物美的材料，并通过浮床结构和固
定方法的优化，节省材料用量，从而大幅降低浮
板成本。此外，随着鱼塘种稻规模的扩大和浮板
生产的批量化、标准化，浮板价格也将下降。
3.2 开展适宜鱼塘种稻的水稻品种筛选和专用品
种选育
试验表明，在鱼塘种植条件下，不同水稻品
种的产量表现与稻田种植时不同。例如，在 2022
年早季的鱼塘种稻试验中，泰丰优 208 和粤香
430 的区试产量相近，每 667 m2 分别为 457.78、
456.25 kg；但在鱼塘种植条件下，前者的稻谷产
量比后者低得多，前者仅为后者的 40.2%。这一
现象表明鱼塘种稻的水稻品种筛选必须在鱼塘种
植条件下进行。要扩大筛选范围，筛选出更多适
合鱼塘种植的水稻品种。有必要开展鱼塘种稻专
用水稻品种选育。沿海地区部分鱼塘处于咸淡水
交汇区，还需考虑水稻品种的耐盐碱能力。浙江
已成功选育适合鱼塘塘底种植的高秆型专用杂交
稻安粳优 1 号［17］。目前适合水上浮床种植的鱼
塘种稻专用水稻品种尚未见报道。

3.3

开展鱼塘种稻关键种养技术研究

3.3.1 水稻品种和养殖品种的合理搭配研究 鱼
塘种稻是由水稻、水产动物、水体等组成的复合
生态系统，水稻与水产动物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
相生相克关系，需经过研究提出水稻与水产动物
的优化组合。
3.3.2 种稻面积占比与适宜种养密度研究 目
前，鱼塘种稻面积占鱼塘水面面积的比例一般
为 10%~60% 不等。实际上，不同水产养殖品种
的适宜种稻面积占比可能不同，亟需通过试验研
究加以明确。在不影响养殖品种生长发育的情况
下，适当提高种稻面积占比，有利于充分利用鱼
塘水面，增加稻谷产量。水稻和养殖品种的适宜
种植（养殖）密度，也需通过试验加以明确和规
范。有研究表明，鱼塘种稻明显影响日本沼虾个
体生长，在种稻面积占比为 50%、种植间距为
50 cm×50 cm 时，日本沼虾放养密度以 90 万尾 /
hm2 为宜［16］。
3.3.3 鱼塘种稻的肥料运筹研究 在鱼塘种稻条
件下，水稻种植于浮板的小盆钵中，与稻田栽培
相比，基质养分供应少、缓冲能力小。根系长期
处于鱼塘水中，不能通过晒田（控水）控制无效
分蘖，水稻群体的调控主要通过养分（肥料）调
控来实现。此外，鱼塘水质和饲料投入也对水稻
的养分供应产生影响。因此，鱼塘种稻的肥料运
筹要综合考虑水稻养分需求、基质养分供应、鱼
塘水质、饲料投入等多种因素。
3.3.4 鱼塘种稻的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研究 目前
国家对水产养殖投入品实行白名单制度，水稻在
鱼塘内生长期间全程不能使用农药，这为鱼塘种
稻有害生物的防控带来挑战。水稻病虫害防控应
以防为主，综合防治。通过选用抗病品种、消毒
种子，以及采用生物防治（如种植显花植物培育
益虫、释放赤眼蜂）和物理防治（如性诱剂、杀
虫灯、粘鼠板）等措施，做好病虫草鼠鸟等有害
生物防控。最近，吕进等［18］以黑鱼为供试材料，
研究在稻田养鱼条件下几种农药对鱼的安全性，
结果表明，在大田登记推荐剂量下，氯虫苯甲酰
胺、氯虫·噻虫嗪、吡蚜酮、井冈霉素、噻菌铜、
春雷霉素对黑鱼均表现为低毒，可用于套养黑鱼
的稻田水稻病虫害防治。有必要针对鱼塘种稻中
水稻病虫害的防控问题，积极开展相关试验研究，
探索将部分高效低毒农药（特别是生物农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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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产养殖投入品白名单的可能性。
3.4 研发或改装鱼塘种稻配套农机装备
目前鱼塘种稻主要采用育秧和人工移栽方
式，劳动力投入多，人工成本高，这是目前鱼塘
种稻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轻简化（减少作业
环节、减轻劳动强度）和机械化（机器替人）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鱼塘种稻不需要犁耙
田，但其种植、管理、收割与稻田差异很大，因
此须围绕种、管、收等关键环节，研制专用农机
装备或对现有装备进行适应性改装。在种植方面，
可从机械化育插秧和机直播两方面着手。目前我
们研究团队在鱼塘直播稻、无人机追肥、机械化
收割等方面开展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下一步
要通过产学研合作、科企合作，加大研发力度，
以期实现鱼塘种稻的机械化和智能化。
3.5 集成鱼塘种稻绿色高产高效综合技术模式，
制定技术标准
目前鱼塘种稻尚未建立技术标准，不利于产
量、品质和经济效益的稳定和提高。要根据各地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产品市场定位，通过品
种、技术、装备的综合集成，形成独具特色、先
进实用的鱼塘种稻高产高效综合技术模式，制定
相关技术标准，为提高产量、品质和打造品牌提
供科技支撑。
3.6 加强鱼塘种稻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鱼塘种稻的理论研究仍不系统、不
深入。要加强鱼塘种植条件下的水稻生长发育、
养分吸收利用、产量品质形成以及稻渔共生互作、
鱼塘水体环境反应等基础研究，探明内在规律，
阐明作用机理，为鱼塘种稻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大
面积推广应用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南方素
有种稻养鱼（虾、蟹等）的传统，相当部分鱼塘
可以开发进行鱼塘种稻。目前，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已将鱼塘种稻试点示范扩大到珠江三角洲的广
州、佛山、江门、肇庆等 9 个地级市。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逐步熟化，鱼塘种稻技术将
为我国（特别是南方地区）的粮食安全、农民增收、
环境保护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做出应有贡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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