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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我国“南菜北运”最初是将海南的蔬
菜运到北方的一些城市。近年来，国内包
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在此背景
下，云南、广东、广西也被纳入我国“南菜北
运”的主产区。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现代流通方式不断完善，使“南菜
北运”成为现实

当前，北方受严寒天气影响，一方面
本地蔬菜生长缓慢，供应相应减少；另一
方面春节临近，消费者对新鲜蔬菜的需求
增加。一增一减，蔬菜市场供求变化显而
易见。

2 月 3 日，记者来到北京市西城区黑
窑厂社区菜市场，琳琅满目的新鲜水果蔬
菜格外诱人。“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来自海
南的小番茄，太方便了。”正在挑选水果的
刘大爷告诉记者，他今天买的莲藕是湖北
的，尖椒是云南的，豇豆是广西的,“以前
是做梦也想不到在家里能吃上来自全国
的新鲜蔬菜”。

让刘大爷“梦想成真”的是近年来
我国实施的“南菜北运”工程。“南菜北
运”农产品现代流通试点是国务院为保
障北方越冬蔬菜市场供应，防止蔬菜价
格大幅波动的重要措施。冬春时节，受
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北方地区蔬菜供
应趋紧，菜少价高，而此时南方地区蔬
菜大量上市，菜多价贱。而且，随着现
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化程
度 不 断 提 高 ， 现 代 流 通 方 式 不 断 完 善 ，
使“南菜北运”成为现实。

“南菜北运”不仅有效地保障
北方市场的蔬菜供应，而且对稳
定菜价的作用也很明显

“南菜北运”实施的初衷是保障北方越
冬蔬菜市场供应，解决当地“买贵”问题，也
为缓解蔬菜主产区“卖难”。近年来，“南菜
北运”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的实施，丰
富了北方市场的蔬菜品种，形成了南方蔬菜

“产销两旺”的局面。
在海南省的示范效应下，广西、云南等

地也纷纷成为“南菜北运”的生产基地。

广西的秋冬瓜菜已在东北、华北市场上占
有重要份额。数据显示，自 2002 年起，广
西每年秋冬菜播种面积超过 1000 万亩。
近年来，广西每年外运秋冬菜达到 800 万
吨以上，约占蔬菜总产量的 70%，为华北、
长 三 角 和 珠 三 角 蔬 菜 市 场 提 供 了 充 足
货源。

“南菜北运”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北方市
场的蔬菜供应，而且对稳定菜价的作用也很
明显。在“南菜北运”实施过程中，有关部门
积极引导产销两地的企业相互投资，打造以
资本为纽带，联系生产基地和零售终端的稳
定供销关系。目前，联系生产基地和零售终

端的公共信息平台和物流平台已经建立，借
助网络，零售终端很快就能联系到生产基
地，有效地减少南北方之间蔬菜流通成本。

从长远来看，要保障北方大中
城市冬春蔬菜供应，仅靠“南菜北
运”的“外部支援”远远不行，建设
好北方城市的“菜园子”很重要

随着“南菜北运”的继续推进，南方蔬菜
已大规模走向北方的餐桌，“南菜北运”对平
抑北方市场蔬菜价格、保障北方越冬蔬菜供
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看到成效的同时，也
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南菜北运”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目前，“南菜北运”存在着运输距离远、
环节多、成本高等制约因素。为更好地发挥

“南菜北运”的作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南方
蔬菜生产基地合理布局，加强产销衔接，发
展订单农业，强化信息引导；另一方面要继
续完善“南菜北运”的运行机制，尽力减少流
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培育龙头企业，大力
发展“农超对接”等模式，保障“南菜北运”的
安全畅通。

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保障北方大中城
市冬春蔬菜供应，仅靠“南菜北运”的“外部
支援”远远不行，建设好北方城市的“菜园
子”很重要。今后保障北方地区的冬春蔬菜
供应和价格稳定，在充分发挥“南菜北运”作
用的同时，北方城市还要立足自身，提升冬
季蔬菜的生产能力。北方城市可在城郊或
周边地区建设一批高标准现代化蔬菜生产
基地，降低天气对冬季蔬菜生产的影响，提
高北方城市冬季“菜篮子”的保障水平。

春节临近，“南菜北运”在稳定菜价、保障供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南方蔬菜一路向北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原以为政府只管大事，没想到还惦记着老百姓的
鸡毛蒜皮小事，”从刚开业的“利民”粮油专卖店出来，
山东省陵县糜镇街村村民石成利拎着一桶花生油告诉
记者，“这里的粮油是政府统一采购和配送的，价格便
宜，质量有保证。”

去年初，陵县启动了“粮油进社区、进农村”项目，
推进放心粮油店和配送中心建设。目前，该县共发展
放心粮油店 71 家、放心粮油配送中心 1 家。今年，陵
县计划再建 100家放心粮油店。

这几天，让陵县郑家寨镇陈大亮村村民王德超高
兴的是家里的饮用水变甜了。他说：“今年初，我们喝
上了经水厂处理的黄河水。原先我们这里不仅要到 5
里远的外村拉水，而且水质差。”

目前，陵县已有近九成的群众喝上了经过处理的
黄河水。今年，陵县将再投资 3200 万元，继续扩大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覆盖范围。

今年，陵县民生投入占财政预算的 70%以上，其
中不少资金用到了贴近群众生活的“芝麻”小事上。陵
县关注民生的“细枝末端”,集中力量突出抓好民生工
程的扫尾、配套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以就业、就医、就
学、养老为重点的“小微民生工程”，深得百姓人心。

陵县县委书记马俊昀说：“‘油瓶子’、‘米袋子’、
‘菜篮子’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芝麻’小事，关系到百
姓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估。老百姓的‘芝麻’事里蕴藏着
大民生。没有把民生小事做好、做实的态度，转变作风
就只能是空谈。”

小 事 系 民 心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任相国

“‘油瓶子’、‘米袋子’、‘菜篮子’等人

民群众最关心的‘芝麻’小事，关系到百姓

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估。老百姓的‘芝麻’事

里蕴藏着大民生。”山东省陵县县委书记马

俊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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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系统化的信息监测统计制度，搞准“数”的问题，是发挥
市场功能的基础。

▶ 逐步建立完善鲜活及小宗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制度，做好产
销形势研判。

▶ 只有生产者懂经营、会经营，农产品市场才会更加成熟，市场
的波动才会减少。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罗统富近日从广西梧
州市林业局获悉：2012 年广西梧州市林业总产值达
202 亿元，在短短 3 年时间里，实现了从 59.7 亿元到
200 亿元的跨越。近年来，梧州市充分利用承接东部
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强木材加工、松脂精深加工、花卉
产业化基地等 3 大重点园区的建设，努力把拥有国际
市场和终端产品的生产商引进到梧州。

梧州市林业产业已逐渐形成“林板”、“林脂”、“林
浆”、“香料、药材、油茶”、“森林生态文化旅游”等 5 大
产业集群。其中，梧州年产松脂实现 13 万吨，居广西
第一位，是亚洲最大的松脂生产基地。梧州松脂股份
公司、梧州日成林化公司、广西荒川化工公司等已成长
为世界知名的松脂加工企业。

广西梧州林业产值逾 200 亿元

成为亚洲最大松脂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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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麟近日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
省分行获悉：2012 年，该行累计发放贷款 440 亿元用
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其中，累计发放粮棉油类贷款
202.2 亿元，累计发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贷款
112.2亿元。

据农发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吴晓轮介绍，该行坚持
“多收粮、收好粮、防风险”的原则，去年发放的粮棉油
收储贷款比上一年多 44.3 亿元，增幅为 28%。2012
年，湖南农发行加大对新农村建设项目倾斜力度，发放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净增加 56.13 亿元；发放
51.1亿元贷款支持“湘潭九华经济示范区”系列新农村
建设项目，改善农民住房 23400 户；发放 40.33 亿元
贷款支持江河治理、农田水利、防洪抗旱体系、农村
饮水安全建设等水利项目 17 个，改善水面污染 1034
平方公里。

湖南农发行发放贷款 440 亿元

发放粮棉油类贷款 20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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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东省高青县小农水建设推行“三位一
体”管理模式，成立了用水协会，并在项目区内建立3个
灌溉用水分会，设52个灌溉小组。建成的小农水工程、
设施和设备的产权要移交给灌溉用水分会，由灌溉用水
小组具体负责管理，做到“建管并用”、“一建即管”。

2010 年，高青县被水利部列入国家小农水项目建
设重点县，3 年来，国家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5750 万元、
县里配套 1600 万元，高青已建成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
实现节水灌溉。截至目前，高青小农水建设已完成全
部任务的 80%，在已建成的项目区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到 0.85，粮食单产提高约 110 公斤，每年增加收益 770
万元。 （李 峰）

山东高青小农水工程“一建即管”

项目区灌溉水利用系数 0.85

近年来，在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

政策支撑下，我国粮油价格基本稳定，但

以大白菜为代表的部分鲜活农产品和葱

姜 蒜 为 代 表 的 小 宗 农 产 品 价 格“ 暴 涨 暴

跌”频现，对产业健康发展和农民持续增

收产生了不利影响。构建促进鲜活及小

宗农产品市场稳定的长效机制，需要统筹

考虑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重点要抓好

“五项基础制度”。

一是信息监测统计制度。鲜活及小宗

农产品品种规格多，目前各部门信息采集统

计的覆盖不全面、口径不一致，在上市旺季

“各种信息满天飞”，导致农民无所适从。建

立系统化的信息监测统计制度，搞准“数”的

问题，是发挥市场功能的基础，也是政府科

学调控的基础。从监测环节来看，要覆盖生

产、批发、零售不同环节；从监测内容看，要

监测生产、消费、进出口、库存、价格及交易

量、成本收益 6 个核心指标；从采集规范看，

要建立权威、统一的信息采集标准，实现各

行业各部门数据的可比性、可用性。

二是市场分析预警制度。当前各地对

鲜活及小宗农产品市场运行各个层面都缺

乏持续跟踪研究，对“结构性、季节性、区域

性”供求失衡缺乏预判，只能一次又一次地

“临时抱佛脚”应对暴涨暴跌。要逐步建立

完善鲜活及小宗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制度，

做好产销形势研判，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在

队伍建设上，依托主产区地方政府及行业协

会建立重要品种分析师队伍；在分析内容

上，要做好供求预测、趋势评估、产销进度跟

踪、成本收益分析等工作，探索建立分品种、

分区域的供需平衡表制度。

三是市场运行调控制度。要借鉴国际

经验，抓生产更要干预产销平衡，从保护农

民积极性、稳定生产能力入手，建立完善鲜

活及小宗农产品市场运行调控制度。要探

索建立市场调控目录制度，把大白菜、萝卜

等大宗蔬菜品种及葱姜蒜等社会关注程度

高的小宗农产品纳入调控目录，明确价格干

预措施和启动机制。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价

格调节基金的作用，在市场价格跌破成本价

时，政府适时启动收储、运销、储藏等应急措

施并给予农民合理补贴，促进均衡上市，减

缓价格异常波动对农民生产造成的冲击。

要根据大中城市鲜活农产品消费情况，确定

重点品种最低保有量，提高大中城市农产品

自给能力。

四是市场信息服务制度。农产品产销

各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涉农信息农民“看不

见、听不懂、用不上”，是导致盲目跟风种植

的根本原因。要尽快探索建立面向主产区

农户提供定向信息服务的生产者信息服务

系统，采集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及

商务、气象等部门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后及

时推送入户，让生产者“明明白白种地”。同

时，要建立全国性的鲜活及小宗农产品信息

统一发布平台，统一发布鲜活及小宗农产品

生产、市场和价格信息，逐步形成重大信息

权威发布制度，创造信息公开、透明的市场

环境。

五是生产者经营能力培育制度。现在

农民只是被定位于“生产者”，是市场风险

的被动接受者。在农产品市场，生产者经

营能力与市场化不匹配是导致“菜贱伤

农”频繁重演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作为

市场供应一方的生产者懂经营、会经营，

农产品市场才会更加成熟，市场的波动才

会减少。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应加快

制定生产者经营能力提升规划，整合各方

资源，进一步加大农村经营型实用人才的

培训力度，重点要提升种养大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农村经纪人这三类生产者获取信

息、树立品牌、直销

配送和田头窖储等

四方面经营能力。

（作者为农业部
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司长）

稳定市场重在制度建设
张合成

本报讯 记者吴凯报道:近日，受中
国航天育种研究中心委托，依托上海交通
大学，上海品牌推进中心和上海市创意产
业协会创意农业专业委员会联合成立中
国长三角航天育种研发中心。

据介绍，通过外太空物理环境的综合
作用，植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这些
发生变异的种子在人为设定的条件下进
行筛选和继代选育会培育出许多新的品
种，实现不同的用途，高产、高抗性、耐旱、
耐热、耐盐碱等各类品种可用于不同地域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生产。

中国长三角航天育种研发中心主任蒋
小燕说，中心将致力于开发航天育种新品
种，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优良的
航天育种种源及国际新奇特新品类的引
进，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价值和食物
的营养价值，为“菜篮子”工程作出贡献。

中国航天育种研究中心主任孙永成
介绍，利用空间诱变育种技术是具有我国
特色的新兴高技术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
国际先进性和创新性的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航天育种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为促
进我国航天育种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更
好地促进农业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中国长三角航天育种

研发中心落户上海

中国长三角航天育种

研发中心落户上海

上图 2 月 4 日，广西百色市靖西县

化峒镇民强村农民在收获冬种的大白

菜。

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我国

南方多地农民抓住气温回暖、雨水充沛

的有利时机，投入春种、春收各项农事，

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赵京武摄（新华社发）

下图 2 月 5 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

县郯城街道米庄村村民胡永瑞在雪后

的麦田间为小麦施返青肥。

当日是立春第二天，素有“鲁南粮

仓”之称的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普降春

雪，当地农民抓住春雪过后墒情好的有

利时机，给小麦施返青肥。

张春雷摄（新华社发）

立春到

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