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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近日，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下达 2013 年
耕地质量保护项目资金的通知，明确提出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耕地地力调查评
价、耕地质量监测等方面的用途。耕地质
量下降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介绍，当前，我
国耕地既存在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
从数量上看，我国耕地面积 18.26 亿亩，人
均不足 1.4 亩；从质量上看，中低产田占

70%以上，耕地负载逐年加大，区域性退化
问题日趋严重。据全国耕地质量监测结果
显示，在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大幅下降，每公斤平均含量 26.7 克，与 30
年前相比降幅达 31%，黑土层已由开垦初
期的 80 厘米至 100 厘米下降到 20 厘米至
30厘米，很多地方已露出黄土。同时，南方
土壤酸化、华北耕层变浅、西北耕地盐渍化
等土壤退化问题日益突出，耕地质量下降

给粮食稳定生产造成一定威胁，也给国家
粮食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

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后劲不足、污染加重
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
所研究员徐明岗介绍，粮食产量70%至80%
应靠基础地力，20%至30%靠水肥投入，而我
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仅为
50%。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认为，化肥
长期不合理施用，会导致土壤养分失衡，降低
中微量元素有效性，直接影响耕地质量。

造成我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人们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

在农业生产中，农民大多使用小型农机
具耕翻整地，浅耕、旋耕面积占到机耕面积
的64%。由于长期频繁浅耕作业，造成耕层
变浅，土壤物理性能变差，土壤有机质减少，
肥力下降。同时，由于种植业比较效益低，
农民既缺乏能力也不愿在养地方面加大投
入，虽然知道过多使用化肥会降低农田质
量、污染水源，但为追求产量，大多数农户依
然增加化肥使用量。从现实情况来看，农业
生产中有机肥推广普遍较难，无论是生产量
还是使用量都非常小。

针对耕地质量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耕地质量建设投入和规模
不断扩大。2012 年，中央财政安排土壤有
机质提升补贴项目资金 8 亿元，推广应用
秸秆还田腐熟、绿肥种植、土壤改良地力培

肥、豆科作物接种根瘤菌等技术,推广面积
3700万亩。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从根本上改善耕地质量，控制化肥过
量施用，还要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措施，建
立改善土壤质量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完善
法律法规，积极推进耕地质量管理制度建
设，完善耕地质量监测预警预报、耕地质
量定期调查等制度，建立耕地质量监督管
理机制、耕地质量建设长效投入机制，完
善 《土 地 管 理 法》、《基 本 农 田 保 护 条
例》。其次，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组织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田间工程建设，推广应用地力培肥技
术；做大做强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
在南方稻田区大面积应用秸秆还田腐熟技
术，在北方地区大力推广玉米秸秆机械粉
碎还田腐熟技术；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加大
对退化耕地、新补充耕地及新建高标准农
田土壤改良和地力培肥力度。同时，依托
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农技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建立和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
络体系，力争到“十二五”末建成 307 个
地市级耕地质量监测区域站和 3070 个国
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从而推动大规模旱
涝保收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高耕地综合
生产能力，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
有效供给提供基础支撑。

我国中低产田占70%以上，耕地负载逐年加大，区域性退化日趋严重——

耕地质量下降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吉蕾蕾

目前，国产蔬菜种业存在一个奇怪的
现象：一方面国产种子的质量、产量等方面
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科研机
构研发的很多蔬菜新品种，无法得到大面
积推广，在市场竞争中输在了科技推广的

“最后一公里”。

种子营销是软肋

国产种子新品种为何总是难以跨越从
实验室到农田的“最后一公里”？主要原因
是研发与市场脱节。一直以来，我国蔬菜
品种的研发主要集中在国有科研单位及农
业大专院校,这些单位重视种子研发，忽视
品种推广。种子企业市场推广能力强，却
较少搞科研。“国产蔬菜品种主要输在营销
上，科研机构研发出了很多很好的蔬菜品
种，由于市场推广力度不够，没有展示平
台，农民根本看不到。有些品种在学术研
究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外的水平，但
是不具备推广的价值。”山东寿光新世纪种
苗有限公司董事长桑毅振说。

据 了 解 ，国 外 种 子 公 司 既 是 研 发 主
体，也是市场推广主体。种子公司有专门
的市场调研人员，每个种子专家配备有专
门的市场经理，他们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研
发，对市场的嗅觉非常灵敏。在寿光，瑞

士先正达等国外种子公司不仅具备很强
的研发能力，还有自己的育种基地，农民
可以到那里参观、选种。反观国内种子公
司，普遍规模小、实力弱，大多数只是从事
种子营销，不具备研发能力。

解决蔬菜种子推广“最后一公里”难
题，推进研发与市场有机结合，是一件说
起来简单，实行起来却很难的事情。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国内蔬菜种业要想大有作为，具有能
与国外公司竞争的实力，就必须进行资源
整合，组建大型种业集团，使选育、生产、加
工、销售一体化，形成有特色的蔬菜种业集
团。目前，这种整合正在全国各地开展，并
且势头喜人。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就是通过整合
区域内资源，将寿光蔬菜研究院及山东省蔬
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整合到集团研发中心，
形成规模较大的蔬菜种子产业集团，集科研、
育种、生产、经营于一体，有效解决了“育繁
推”一体推进的难题。

为了提高种子研发、培育和推广能力，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共投资 3.5 亿元,组
建了寿光蔬菜种业集团和中国（寿光）蔬菜
种业科技创新孵化器，规划建设了集蔬菜良

种研发、试验示范、良种繁育和展销推广于
一体的现代化蔬菜种子产业基地。寿光蔬
菜控股集团研发水平快速提高，已经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蔬菜品种23个。

在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种子检验生
理生化实验室,董甜博士正在对蔬菜做抗
病性检测。董甜告诉记者，他 2008 年从中
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毕业后，来
到山东省蔬菜工程研究中心工作，去年该
中心被整合到蔬菜控股集团。“集团公司对
研发的投入很大，试验条件更好了，参与的
研究项目更多了。”董甜说。

为了有效解决国产蔬菜种子推广难的
问题,寿光蔬菜控股集团规划建设了国产蔬
菜品种展示基地。全国许多科研院所、公司
纷纷落户这里，展示最新品种。“我们的目标
是将国产蔬菜品种展示基地做成全国最大
的设施蔬菜新品种展示平台，通过这个平台
把种子科研成果和市场有效地对接起来，将
展示基地筛选出的好品种，快速推广到全
国，提高国产蔬菜品种市场占有率。”寿光蔬
菜产业控股集团副董事长丁俊洋说。

合作提升竞争力

国内蔬菜种子企业普遍规模小，有的
企业即使拥有了比较强的研发能力，却没

有自己的育种基地；科研机构有研发能力，
却没有市场营销能力；有的育种基地能培
育出很好的品种，却没有品种推广基地。
为提升竞争力，它们之间展开多层次的合
作，优势互补，推进研发、育种、推广一体化
发展，渐成趋势。

现在虽然许多蔬菜种业公司在逐步提
高研发能力，但是研发能力仍很弱，蔬菜品
种的选育仍依靠科研院所。山东寿光新世
纪种苗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种
子公司，有自己的育种基地，它们与中国农
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东北农大等科研单
位密切合作，增强了研发能力。“我们不能
只是引进国外品种，需要借鉴国外品种，形
成自己的优势。”桑毅振说。

在寿光，甘肃酒泉与寿光在蔬菜产业
方面的合作颇引人注目。酒泉是我国著名
的良种繁育基地，但培育出的品种难以销
售，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合作方。“酒泉
与寿光的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
合，降低育种成本。”酒泉市种子管理站站
长刘兴斌说。今年，酒泉市种子管理站在
寿光展出 200多个蔬菜品种。

虽然国内蔬菜种业发展非常快，但是在
市场上要战胜国外品种还有很大难度。国内
种业发展受到资金、技术、人才、机制等因素
的制约，突破这些制约还需多方努力。

种子如何从实验室进农田
本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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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菜用了多少农药，用了什么农药？鸡鸭疫病情况怎样？农
贸市场销售的产品从哪来？针对这些问题，近日，海南省通过了

《海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要求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农产品生
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销售者分别建立销售、生
产和进货记录。《条例》将于 2013年 6月 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应当建立销售记录，记载农业
投入品的名称、生产企业、进货渠道、进货日期、销售对象、销售时
间、销售数量、销售价格等内容。记录应当保存 3年。

为确保海南省农业能够实现清洁生产，减少农业投入品包
装废弃物对农村的污染, 《条例》 还规定，农业投入品的经营
者应当采取措施及时回收农用薄膜、种子、农药、肥料、兽药
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交由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移送
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无害化
处理。

海南省农业厅执法稽查处副处长谭志强告诉记者,今后，农产
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记录农药的名称、来源、
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并且记录必须保存 2年。

《条例》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
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记载事项包括：农产品品种、名称、数量及来
源；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动物疫病、植物病、虫草鼠害的发生、防治以及动植物死亡、无害化
销毁处理情况；收获、屠宰或者捕捞的日期、地点；出售农产品的产
地、品种、名称、数量、时间、流向等。

未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
录，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由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500元
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海南农产品将有“成长档案”
本报记者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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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在广西南宁市仙葫开发区一家农贸市场，一名家禽

生意商在给顾客挑选活鸡。受 H7N9 禽流感疫情影响，前一时期

各地鸡肉价格持续下降。近期随国家扶持家禽业发展政策利好刺

激，鸡肉价格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5月17日提供的数据，春节前白条鸡

价格波动上涨，2月13日达到今年以来最高的每公斤15.52元，随后

波动下跌，5月 12日达到今年以来最低价的 12.97元，5月 15日回升

到13.51元，但仍比去年同期低4.2%。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鸡肉价格企稳回升

H7N9 禽流感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家禽业受到重大

冲击。产业链中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型企业及个体养殖

户损失较重，农业险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这次禽流感疫情中，有的地方就通过农业保险对养

殖户作出一定补偿。但总体来看，目前农业保险的力度有

限、覆盖面较窄，对农业生产发挥的保障作用不是很大。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

的特殊性，面临着许多风险。这次禽流感就是例证。由

于农业保险收益小、赔付难等因素，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

业保险缺乏积极性。我国把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

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不同额度的支持。

由于各地财政收入差距较大，对农业保险重要性的认

识程度不一，所以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也参差不齐。保

险公司同样也存在对农业保险重要性认识程度不一等问

题，在实践中形成了对利润大的险种积极开拓，对利润相

对小的农业保险则推广乏力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

加大对农业险补贴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让农业保险真正走进广大农家，加强政府对农业

保险的补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激发保险公司

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为农业保险发展注入内在力

量。表面上看，保险公司经营农业险产品亏损的居多，特

别是遇到大灾之年，保险公司集中赔付极可能造成深度

亏损。其实从深层次看，发展农业保险并非就一定无利

可图，由于重视程度不够，目前保险行业对农业保险的风

险分散计算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到底设计怎样

的投保费用、投保形式才能确保保险公司盈利经营，还没

有非常成熟的模式。成熟的盈利模式是吸引保险公司发

展农业保险的关键，也是让农业保险在农村扎下根的主

要动力。而且农业保险看上去利润很低，但它背后有着

巨大、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农村市场，这个行业如果得到科

学发展，前景一定很广阔。

让农业保险进农家
肖 力

日前，中国农业大学在校内开展了一项主题调查，其

中一项调查的内容是“不愿意进入农业领域工作的原

因”。调查显示，归因于“农业领域工资待遇低”的占

26%，认为“从事农业领域工作社会地位低”的占 16%，“认

为农业领域没有足够的空间施展才能”的占 15%。

可见，工资待遇等因素成为阻碍更多的农业高校学

生走进农业领域的直接原因。农村的发展程度与城市相

比差距较大，与城市里优越的工作环境、收入水平和发展

机会相比，农村缺乏吸引力。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

“三农”投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发展前景广阔，

人才需求也不断加大。据有关媒体报道，在今年大学生就

业相对困难情况下，农林专业人才紧俏，需求旺盛，其中江

苏等地农林专业毕业生起薪水平较以往已有上涨。

在调查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学农的大学生不愿到农

村去，而且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农业的认知仍停留在过

去，对农业的新变化不甚了解。在调查中，其中一项是“对中

央一号文件中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了解程度”的调查，

结果显示“一点不了解”或“只是听说”的中国农大在校大学

生占到89%，只有10%的人“较为了解”。

农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农业人才也需要投身

到广阔的农业领域才能更有作为。对此，涉农高校应

不断加强学生的实践教育，着力构建开放式、立体化教

学体系，让学农大学生更多地走出校园，对“三农”发展

的现状和未来有更多的了解，不断增强他们对专业的

热爱和兴趣。

学 农 更 要 知 农
徐 胥

国产蔬菜种业发展调研 ③

本版编辑 李 亮

制 图 夏 一

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决定以财政
兜底的方式为全区农户购买政策性水稻农业保险，让 1.8
万户农民种水稻有保险。

按照今年 3 月开始实施的政策性水稻农业保险制度
规定，参保农户一旦遭遇旱、涝、雹、冻、风等自然灾害导
致损失率超过 30%以上的，将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每
亩田最多赔付 200 元。每亩保费为 12 元，其中 70%由中
央、省、区三级财政分担，30%由农户自缴。为了将这项
强农惠农政策执行到底，青山湖区决定将政策规定由农
户自缴的这 30%费用由区、镇两级财政“兜底”，切实减
轻农民负担。目前，青山湖区农业、财政两部门正在与保
险公司协商成立联合办事机构，以便迅速将这项政策落
实到位。 (胡蔚瑶)

南昌青山湖区种水稻有保险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为破解农民贷款难题，广
东率先进行了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创新，并已在梅州、云浮和
清远等地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
贷款试点工作。

据广东省政府金融办介绍，广东将继续鼓励各地开
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地上房屋所有权
的确权、登记和发证工作，并逐步铺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让缺少可抵押资产的
农户也可方便地向金融机构贷款。

广东试点土地宅基地抵押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