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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来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防

止把某一种经营形式简单复制、照搬。适

度规模经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每一种都

有一定的适应性和代表性，但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所以，很难说某一种形式具有

普遍适应性，要尊重农民的选择，适合什么

形式就采取什么形式，把各自的优点充分

发挥，把局限性和不足控制在最小。

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各地较

为普遍采取的方式。这一做法通常是农户

和承租户按照约定价格将土地在一定期限

内流转，每亩地流转费通常在数百元至上

千元之间，少数地方超过千元。流转经营

的好处是帮助农户解决了无人种地、不会

种地、不愿种地的难题，承租户可以通过

加大农业投入来获得规模效益。但是，流

转经营风险相对较大，承租大户既要承担

租地费，要投入经营成本，还要应对市场

风险、自然风险，压力较大。近年来一些

地方发生的大户“跑路”现象，就是因为

无力承担风险。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能较好地解决单个

农户无力、无能、无法解决的经营难题。但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虽然成效明显，仍然

普遍存在实力小、缺资金、缺人才、缺品牌、

缺产品的问题。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只是徒

具虚名，没有真正合作，带动力很弱。而从

各地实际来看，解决这些问题还有相当长

的距离。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以公司+基地+农

户的形式发展规模化经营在一些地方较有

影响。农户说，龙头企业带动能较好地解

决农户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的困难，但

问题是龙头企业普遍实力较弱，自身盈利

能力不强。加上诚信建设不够，双方违约、

不分红、不搞利润返还的现象较为普遍。

许多搞了多年的龙头企业，“订单规模”并

不大。

此外，在一些地方还有托管经营、植保

专业服务、农机大院、联户经营等多种形

式。比如托管经营，农户把承包地托给专

业组织经营，每亩地交一定的托管费用，经

营组织负责标准化经营，每亩地收获多少

完全归农户。这种做法解决了农户不愿转

租土地的麻烦，经营组织也避免了高风险，

但因为没有收益权，经营组织不会对农田

建设投入，制约了农业效益的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每一种形式，都在一定程

度上适应了规模经营的要求，对现代农业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每一种形式都有不同

的局限。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相对滞后有关，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

程甚至相当长的过程。这就需要积极鼓励、针

对性扶持多种形式

的适度规模经营，而

不是简单地把某一

种形式模式化，更不

能把某种形式强制

推行。这样做可能

适得其反。

适度规模经营具有多种形式
瞿长福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财政部、水利部近日联
合出台《中央财政统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明确中央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的 80%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20%用于
农田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支出。

为解决水利建设的投入问题，2011 年中央一
号文件要求，“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
农田水利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出让收益
和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存在不匹配的区域性矛
盾，为此，2012 年 6 月，财政部、水利部印发《关于
中央财政统筹部分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中央财政按照
20%比例统筹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项用
于农田水利建设，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
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农
田水利建设。

此次出台的《办法》，正是为规范和加强中央财
政统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办法》规定，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 80%用
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具体使用范围包括：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田间工程和灌区末级渠系的新建、修复、
续建、配套、改造；山丘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
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发展节水灌
溉，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牧区
农田水利建设。

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 20%用于上述农田

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支出。统筹考虑耕地面积、粮
食产量、绩效因素、地区倾斜等因素进行分配。

《办法》 明确，财政部、水利部每年根据中央
“三农”工作部署，确定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支
持的项目类型与重点，根据预算规模按因素法测算
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央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规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水利部门统筹考虑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五小
水利”工程等各类农田水利建设需求，将资金分配
下达到项目县 （市、区）。

《办法》要求，各项目县（市、区）要积极统筹整合
农田水利建设相关资金，按照“突出重点、集中连片、
因地制宜”的原则，编制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组织专家评审后，将项目实施方案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水利部门进行合
规性审查。合规性审查通过后，由项目县（市、区）财
政、水利部门批复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办法》强调，地方各级财政、水利部门应当加强
农田水利设施资产管理，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
系，积极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明确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所有权，落实管护责任主体。
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单位
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各级财政、水利部门应
当加强对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和项目的跟踪指导
和监督检查，加强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评价，确保资
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财政部水利部联合出台办法

明确农田水利设施维护资金支出比例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第一期万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训
班日前在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正式开班。本期培训班主题为种植
业，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组织相关培训机构编写了公共类教材，畜牧
业、渔业、农机等各个专项班将陆续在 5 月至 9 月期间开办。为加强
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技服务能力，农业部启动实施了“万
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计划 2013 年至 2015 年，围绕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机技术推广等领域，完成 1 万名农技推广骨干
人才的全员轮训和 1800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实地培养工作。

据了解，农技推广骨干人才选拔以县级农技推广人员为主，兼顾
省级、地市级和乡镇人员。经农业部认定的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将统
一纳入人才数据库，将其作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
目培训重点班的主要对象，每年分批次、分产业选派到国家或省级农
业技术培训基地开展 1 周以上的集中、专业培训。在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经费使用中，对农技推广骨干给予倾斜，支
持其开展下乡指导、科技培训、试验示范基地建设等工作；在农业推
广研究员职称评定、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以及其他科技推广类
奖励评选中，对于入选的农技推广骨干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农业部3年轮训1万名农技人才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陕西省各大中小型灌区全力以赴开
展抗旱春灌，今年以来，全省各大中型灌区累计提供抗旱水量 3
亿立方米，完成抗旱春灌 400 多万亩，约占全省冬小麦播种面积
的四分之一，超额完成灌溉任务的 13%。目前，各灌区冬小麦长
势普遍良好。

去冬以来，陕西省平均降水量较多年同期偏少 40%，特别是渭
北和关中东部部分地区 100 多天无有效降水，对冬小麦生长和春耕
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面对严峻的旱情形势，陕西省组织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抗旱主力
军作用。各灌区充分利用冬灌结束修整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加强对工程设施和机电设备的维护、检修，完成渠道清淤维护138公里，
为抗旱春灌打下了良好基础。宝鸡峡灌区提早整修干渠459.28公里，
支渠685.29公里。泾惠渠、宝鸡市冯家山水库、渭南市洛惠渠和东雷二
期抽黄灌区实施冬春连灌，冬春灌溉面积创历史新高。

陕西各灌区组织动员干部职工全员上岗，启动抗旱设备满负荷
运行抗旱灌溉，送水到田间、服务到农户，帮助群众解决灌溉难题；普
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旱春灌劳动竞赛活动，努力扩大灌溉面积。
各灌区还采取多种方式广泛普及安全用水和安全生产常识。

陕 西 灌 区 全 力 抗 旱 保 春 灌

广东省等南方省份今年春天遭龙卷风冰雹袭击，当
地农业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农业生产风险分散机制，广东农民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因遭受自然灾害而损失惨重。

2012年 11月 12日，国务院正式签署公布 《农业保
险条例》，并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广东近年来不
断加快农业保险发展步伐，据统计，自 2011 年以来，
广东的农险承保面逐年成倍增加，尤其是去年能繁母猪
承保超 100 万头，承保面在 50%以上，承担风险约 10
亿元左右；水稻在 9 个试点市的承保面达到 76%，受益
农户 630万户，承担风险约 38亿元。

同时，去年 3 月，广东启动了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
工作，覆盖区域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湛江、肇庆和
清远 6 个地级市和部分省属林场。紧接着，去年 10
月，广东谋划多年的政策性渔业保险也启动实施，渔民
参加人身意外伤害险和渔船财产保险可获得保费 35%甚
至更多的财政资金补贴，预计每年减轻全省渔民保费负
担 3500万元。

至此，广东基本确立了包括水稻、森林、渔业、能
繁母猪和农村住房保险在内的 5 大全省政策性涉农保险
基本项目，有力提高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风险和灾后复
产重建的能力。

在确立 5 大政策性涉农保险基本项目基础上，为更
好地服务“三农”，广东努力扩大政策性涉农保险覆盖
面。据悉，广东不久前在惠州开出了首单政策性蔬菜种
植保险，该单业务涵盖大棚蔬菜 300 亩、露天蔬菜 300
亩，保费由政府负担 80%、农户自缴 20%。

政策性蔬菜种植保险只是广东布局“5+1”险种框
架的一部分。据广东去年 5 月出台的 《关于大力推广政
策性涉农保险的意见》，广东将构建“5 （基本项目） +
1 （创新险种） ”的农业险种基本框架，力争用 5 年时
间建立健全以基本项目为主、多险种统筹、运营规范、
服务优良的政策性涉农保险体系。

今年广东将大力推进 5 大政策性涉农保险基本
项目，其中渔业、能繁母猪、农村住房保险在全省
范围内实施，水稻、森林保险在试点的基础上有序
推广。同时探索发展政策性涉农保险补充项目，原
则上要求各地级市根据当地农业发展需要及财力状
况，各开办 1 项以上体现地方特色的政策性涉农保
险补充项目，具备全省推广条件的补充项目适时还
将纳入基本项目范围。

布局“5+1”涉农险种框架——

广东扩大政策性

涉农保险覆盖面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通讯员张建华报道：时值东北
大地春耕春播，沈阳铁路局吉林车务段全力服务春耕，做
好农资运输，截至 4 月 22 日，已发运化肥 1597 车 10.3 万
吨，到达化肥 7679车 50万吨。

今年以来，吉林车务段与化肥企业早联系，预先配足
空车，及时挂运取送。只要企业有运输需求，马上提报运
输计划，安排承运、配车装运。同时，吉林车务段与企业
内部运输部门建立协作联动机制，把抢运化肥作为首要
运输任务，每天盯住请车、配车、装车各个环节，并与企业
运输部门双向核对现场情况，加强作业衔接，保证了化肥
运输安全顺畅。

吉林铁路抢运化肥助春耕

本报讯 湖北竹山县着力打好畜牧科技牌，采取借
鸡生蛋、产业嫁接、规模办场等 3 种形式发展规模养殖，
大力推进城乡现代畜牧业长足发展，使全县畜牧养殖业
发展迅速，基本实现了品种优良化、养殖规模化、生产标
准化、经营产业化、防疫网络化、服务社会化的目标。去
年，全县畜牧业总产值达到 7.6 亿元，畜牧业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的 42%。今年一季度，全县畜牧业总产值比上年
同期增长 32.5%。

竹山县是畜牧业生产大县，有着名声在外的畜牧优
势，已建成城关桥儿沟 5 万只蛋鸡场、文峰万头猪场、深
河郧巴牛场、双台郧阳打鸡场 4 个省级示范场，建成市级
示范场 10个、县级示范场 40个。

（陈昌荣 向继华）

湖北竹山畜禽养殖发展快































4 月 21 日，2013 年中国扬中长江河豚增殖放流活动

在江苏省扬中市东兴港举行，16 万尾河豚苗以及 84 万多

尾长江名贵鱼种被放归。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技术人员在

为一棵苗木扫描

条形码，将其信

息建档管理（4月

19日摄）。近日，

在位于湖北省黄

冈 市 黄 州 区 的

“苗联网”黄州产

业园内，苗木工

人陆续将这里的

万株海棠、万株

梅花、近百种乔

灌木等苗木带上

“身份证”。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这是菜博会

十号展厅展示的

南瓜新品种。4

月 20 日 ，中 国

（寿光）国际蔬菜

科技博览会在山

东寿光开幕。本

届菜博会展示了

立柱栽培、潮汐

式灌溉栽培等现

代农业领域最先

进的栽培模式及

具有推广价值的

蔬 菜 新 品 种 。

新 华 社 记 者
郭绪雷摄

科 技 的 力 量科 技 的 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