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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河北省内丘县大
留村采访,只见这个树木掩映的村庄是街
道干净,广场整洁,花木繁茂。站在四周栽
满鸡冠花和柳树的村民广场内，村党支部
书记韩顺平对记者说，省里开展农村面貌
改造提升行动，非常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前
一段时间，我们先后完成清理垃圾 3 万立
方米，硬化街道和通村路 5700 米，环村绿
化 60 多亩，设立定点垃圾池 19 个，使得村
里脏、乱、差的环境得到了彻底改观，使得
农村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

试点示范引领发展

大留村村容村貌发生根本转变，正是
河北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的结果，今年 5
月 11 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实施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的意见》，决定用 3
年时间，对全省近 5 万个行政村面貌进行
配套改造、整体提升。

河北是经济大省也是农业大省，通过改
革开放和党的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的物质
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农村环境则基
本上没有太大改观。最为普遍的是粪便乱
堆、垃圾乱倒，柴草乱放、污水横溢，蚊蝇乱
飞等不良现象随处可见，严重影响了农村群
众生活质量的有效改善。河北省委书记周
本顺在专题调研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重

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如果农民的收入
指标提高了，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还是传统
落后的，就不是全面小康。要根据全面小康
的要求，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在农村
实施改善农民生活环境配套改造提升工程，
统筹解决农村厕所、厨房、饮水、垃圾等问
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来一场农村环境
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大变革。”

河北出台的意见表明，全面开展农村
面貌改造提升行动，主要针对当前全省广
大农村环境脏乱差、村庄布局零乱、房屋结
构陈旧、基础设施不配套、公共服务水平低
等突出问题，实施“环境整治、民居改造、设
施配套、服务提升、生态建设”五大工程。
作为行动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政府在工
作中，不能搞强迫命令与“一刀切”，不照搬
城市建设模式，不破坏生态环境，主要通过
试点示范引领健康发展。除了城郊一些村
庄，其他农村重在整理改造，一般不大拆大
建，整个行动将于 2015年前结束。

配套改造带动升级

据河北省委农工部负责人介绍，在环
境整治中，全省所有行政村都要在今年底
前，完成“四清”(清垃圾、清杂物、清残垣断
壁、清庭院)、“四化”(净化、绿化、亮化、美
化)任务，村内要建立卫生保洁员队伍，有

条件的村要打造绿化景观街道，建设安装
线杆、路灯等亮化设施，实现村内主街道夜
晚有照明，推广使用路灯太阳能供电。

在农村民居改造中，要以已有的 5000
个省级新民居示范村为重点，抓配套、提升
与拓展，增强对周边村庄的带动能力和人
口吸纳能力。对规划保留的大多数村庄，
要积极开展外墙立面美化，引导农民进行
坡屋顶改造，与周边环境和设施相协调。
严禁规划区外新建住房。

在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中，主要推进农
村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污水、垃圾、厕
所等设施建设。到 2015 年底，全省重点区
域和重点村庄村内主街道要全部实现硬
化，已列入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十二五”规
划的村全部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一半以上
的县(市、区)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
和污水有效处理。新增沼气用户 21 万户、
秸秆压块炊事采暖 30 万户，重点区域内村
庄基本完成厕所改造任务。在公共服务提
升中，加强农村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和活动
场所、标准化卫生室、敬老院等建设，到
2015 年，全省农村互助幸福院基本实现全
覆盖，农村集中供养能力达到 70%。

整合资金推动建设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加强农村污染治

理，开展植树造林，严禁污染企业到水源保
护区、江河源头区及水库库区落户。在耕
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前提下，对
田、水、路、林、村、矿以及滩涂荒地、未利用
地实行综合治理。对村域范围内的沟渠、
坑塘、河道等，采取近自然的水岸绿化模式
实施全绿化。到 2015 年，全省村庄绿化率
达到 30%以上。同时结合国家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项目实施，编制农村区域性路网、管
网、林网、河网、垃圾污水网一体化建设规
划，成片连村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并逐步扩
大整治范围。

在整个行动激励机制与资金来源上，
省里将实施以奖代补方式，对积极性高、
干得好的村庄实行重点奖补。同时整合涉
农资源，统筹“一事一议”奖补、新民居
建设、农村土地整理等有关项目资金，集
中用于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相关建设。还要
用好用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增
减挂钩指标收益的 80%要用于置换出建设
用地的村庄改造提升，土地出让收益要拿
出一部分用于农村面貌改造提升。鼓励企
业和社会力量资助农村改造提升行动，对
工商企业捐款和投资建设农村公共设施，
可按规定享受税前列支等优惠政策，有
条件的县、市可成立新农村建设投资开
发公司，用市场手段促进农村面貌改造
提升。

用 3 年时间，对近 5 万个行政村进行整体提升——

河北推进农村全面改造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麦收即将到来，安徽农垦龙亢农场的农
机服务队正在检查机械准备出发。近年来，
每逢“三夏”时节，农场都会及时组织服务队
奔赴周边农村开展农机耕作服务，每年代收
割小麦达10万亩。农场党委书记王国福说，
农机代收有效普及了农场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实现了区域内农机与农技的紧密结合。

2011 年，龙亢农场被列为国家级农村
改革试验区，承担起“创新垦地合作发展模
式”的试验任务。事实上，早在 2007 年，垦
地合作发展就已在安徽农垦开始实行。

助力农业增产

记者采访时，怀远县徐圩乡种粮大户
尚跃正在组织植保机械忙着打药。“正是受
农场农机服务队的启发，也得益于服务队
的支持，我成为乡土地流转协会主任。”前
年，尚跃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开始农机跨区
作业服务。去年他流转 3000 亩地，收获了
300万斤小麦、100万斤玉米。

“我们紧邻龙亢农场，农场小城镇建设
给乡里土地流转带来便利，村民愿意将土
地流转给尚跃这样的大户。”徐圩乡党委书
记褚作敏告诉记者，全乡共 13 万亩耕地，
受益于农场技术支持，单产保持全县最高。

龙亢农场副场长殷光立说，农场建立

了“农业科研中心、乡镇农技组织、科技示
范户”的农科推广体系，使得科技应用覆盖
面达到 98%以上，周边乡镇亩均产量提高
了 5%。农场与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合作
共建教学科研实验示范基地，并深入怀远
各乡镇开展现场培训。

在安徽垦区，垦地合作研发成为趋势：
正阳关农场与吉林省蛟河市草莓研究所合
作进行草莓新品种的繁育；淮南农场与徐
州农科院合作，从事水稻育种的后代观察
与选择；十字铺茶场与安徽农科院茶科所
联合开发良种茶园科学栽培配套技术。

“据统计，每年垦区对农场职工及周边
农村农民进行各类技术培训 200 多期，发
放各类技术资料 13 万份。”安徽农垦集团
董事长田文俊说，安徽农垦立足自身农业
科技优势，通过“阳光工程”和“百场、千户、
万人”农业科技培训活动，着力提高农场职
工和周边农户的科学种田水平。

带动农民增收

龙亢农场雁湖面粉公司为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该公司在周边建立小麦基
地 42 万亩，年加工小麦 7.5 万吨，挂面 1.2
万吨，带动周边农村 20 万农户每年增收近
3000万元。

近年来，龙亢农场 3 万亩耕地都已成
为原种繁育基地，实现了全年两季原种繁
育，同时向周边农村扩大建设了 2 万亩良
种繁育基地。农场每年提供麦豆稻良种
2200 万公斤，种子销售遍及苏、鲁、豫、皖
四省 70 多万农户，年创社会效益 1 亿元以
上，为辐射区农业增加效益 4.2亿元。

安徽农垦旗下的皖垦种业股份公司是
国家首批 32 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之一。
皖垦种业通过与多家科研单位协同攻关，
拥有生产经营品种 23 个、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 6 个、省级和国家级试验品种 54 个，还与
国内多家机构进行玉米制种合作，发展前
景良好。

发挥龙头企业科技、装备等方面优势，
增强种业、粮食加工等的辐射带动作用，从
而实现垦地双方协同发展，是安徽农垦发
挥辐射作用的思路。如今，皖垦种业不仅
小麦种子市场份额全国第一，还在已有 40
万亩繁育基地的基础上，通过良种外繁，扩
大良种生产规模，提高良种供应能力。

助推经济转型

“在以农为主的传统产业格局下，如何
推进农垦经济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有机
融合，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垦区多数农场

位于城市郊区，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如
何守住宝贵的土地资源，又充分挖掘出土
地的最大效益？”田文俊说，在发展中，安徽
农垦面临许多重大抉择。在社会职能一时
难以彻底分离的情况下，理顺垦区社会管
理体制，融入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实现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是着力点。

安徽农垦拥有土地 100 万亩，这些土
地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源，应全方位、多层次
地盘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垦地合作
为平台，安徽农垦加快将农场土地资源转
化为资产。同时，通过组建农业股份发展
公司等形式，盘活身份田、招标田和现行的
家庭农场土地，鼓励有条件的农场积极流
转土地，发挥农垦的辐射作用。

安徽农垦 20 个农场中有 12 个位于皖
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内。安徽
农垦抓住机遇，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工业
园区，承接产业转移。截至目前，安徽农垦
已与淮南市、郎溪县等市县合作共建了 7
个工业园区。其中，与郎溪县合作建设的
十字工业园区，成为省级开发区。

今年以来，安徽农垦正着手进行垦地
合作开发规划编制，从垦区发展布局考虑，
明确农业生产、城镇开发、工业园区等各类
功能区，逐步实现从单一土地开发合作向
多层次、多领域拓展。

垦地合作给地方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瞿长福 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近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情况，并解答了打击滥捕滥
猎滥食和非法经营、走私野生动物的行为和
野生动物保护等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表示，我国十
分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建立健全法
律法规、构建保护管理体系、规范监管人工
繁育利用活动、履行国际合作和公约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我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 2150
处，占国土面积的 13%，85%以上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已建
立 350 处国家级、768 处省级和一大批地
县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共布
设监测点和巡查路线近万处，在 H7N9 禽
流感的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有
230 多种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
种群，还对朱鹮、野马、麋鹿、扬子鳄等 14
种野生动物成功实施了放归自然。

经过几十年努力，我国珍稀濒危陆生
野生动物种群已基本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
势，总体上稳中有升，一批极度濒危的陆生
野生动物正逐步摆脱灭绝的风险，栖息环
境不断优化。其中，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
达到 1596 只、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达到 341

只；朱鹮从 1981 年发现时仅存 7 只发展到
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总数超过 1700
只；扬子鳄从上世纪 80 年代约 300 条发展
到 1 万多条；已在野外灭绝的野马、麋鹿又
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

印红表示，所谓“中国已成为最大野
生动物消费国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目的
国”的说法，并无准确、权威的数据支
撑。从我国现有执法数据来看，只能说明
近年来中国查获了大量非法走私野生动物
及产品的案件，这也恰恰证明中国在打击
野生动物及产品非法贸易方面采取了极为
严厉的措施，是中国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提高执法效率的具体体现。印红强调，合
法的消费和贸易活动与非法的不能混为一
谈，打击走私和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行为
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并且中国为遏制走私
和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活动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了解，2012 年以来，全国执法机关
共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 1 万余起，
查获野生动物及产品 113 万余只（件）。今
年初，我国提议和主导的“眼镜蛇行动”，专
项打击跨国、跨洲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活动，
开创了多国合作打击濒危野生动物走私犯
罪的新模式，为推进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合
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立自然保护区2150处，占国土面积13%——

我国濒危动物种群稳中有升

建立自然保护区2150处，占国土面积13%——

我国濒危动物种群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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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中国气象局从 5 月 21 日
开始启动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为确保我国今年夏收夏种
顺利开展提供全方位气象服务。

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期为每年的 5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国家气象中心农业气象中心主任毛留喜介绍，将
加强与农业部、民政部等相关单位的信息交流，每周发布
两期夏收夏种服务信息产品，内容涵盖全国夏收和夏种
进度、粮食产区天气实况、天气对夏收夏种影响分析及农
业生产建议等。中国气象局将根据天气变化和小麦生长
特点，不断改进服务内容、技术和方法。如遇重大天气过
程，还将增加服务频次，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启动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启动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由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
网、中国农民手机报主办的“2013 中国现代农业装备大
会”将于 8月 9日在北京召开。

据悉，本次大会将以“塑造品牌新形象、对话用户新
需求、开拓未来新市场”为主题，通过举办现场展演、模型
评比、企社对接等系列活动，全面展示现代农业装备风
采，探讨农业装备发展趋势，推动农业装备企业与全国需
求大户面对面洽谈合作。

中国现代农业装备大会将召开中国现代农业装备大会将召开

5 月 22 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一名蔬菜售货员在

创景宜购农贸市场内展示一张购买蔬菜的小票。市民可

通过小票上的条形码在菜市场的终端查询设备上查询蔬

菜的来源。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上图 5 月 22 日，在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下洼镇邱庄村，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收割小

麦。 宋同杰摄（新华社发）
下图 5月 22日，河南省社旗县下洼镇余庄村村民在收获小麦。

张 林摄（新华社发）

5月中旬，在合肥市最大的名茶产区庐江县汤池镇，春
茶采摘工作已近尾声。茶农叶世高刚忙完最后一批春茶采
摘，便马不停蹄地进行茶园管护，为来年做准备。

“今年‘白云春毫’价格上来了，我们的收入都还不
错。”叶世高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他承包了 5 亩多地种植
茶叶，在今年春茶采摘高峰期，他就获得了 3.2 万元的收
入，比去年多挣 0.5万元。

叶世高所说的“白云春毫”，是安徽省十大品牌名茶之
一，曾获安徽省著名商标（茶叶类）。2012年7月，被中国（安
徽）第六届国际茶博览会组委会授予“茶王”称号。

“省会出好茶，好茶在庐江。”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市，
原本不产茶叶，2011年8月区划调整后，盛产于庐江的名茶
——“白云春毫”，刚好填补了合肥市这一空白。

如今，庐江县融入合肥市以后，名茶“白云春毫”在合
肥市场的占有率大幅提高，而且借助合肥的金字招牌，

“白云春毫”畅销上海、南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现在，我们
的名茶正品有一半是销往上海市场，每斤价格在三四百
元到一两千元不等。”庐江县委常委、汤池镇党委书记陆
勤山称。

5月 19日下午，记者来到汤池镇果树村，恰逢雨后初
晴，山区的茶园里更加生机勃勃，放眼望去，满山苍翠，微
风拂过，花香扑鼻，沁人心脾。

山好，水美，茶更香！当年参与“白云春毫”名茶创制的
汤池老茶人张家华告诉记者，“白云春毫”主产地在庐江县
汤池镇果树村、马槽村等几个山区村，这里历史上盛产地
方传统名茶“小兰花”，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气候，为优质
名茶“白云春毫”生长、创制奠定了优良基础。

酒香也怕巷子深，何况是藏在深山里的茶叶？“20 年
前，即便是‘白云春毫’问世，汤池山区的茶叶仍然只能卖
到几块钱一斤。”庐江县春兰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玉
贵说，当时茶叶贱卖，一是做工差，没有卖相；二是品牌杂
乱，名气不行。

为了提高茶叶品牌效应，长期以来，当地政府出台多
项政策、举措，积极推动“白云春毫”品牌建设。借力发展
现代农业东风，赵玉贵创办了安徽白云春毫茶业有限公
司，整合“白云春毫”品牌，走精品路线。两年前，赵玉贵
发起成立了庐江县春兰茶叶专业合作社，和农民“捆绑”
合作，农民负责茶园管护和茶叶生产、采摘，他提供技术、
生产资料，并负责茶叶加工和销售，这样分工，各司其职，
竟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司+合作社+农户”，实
现了“量价齐升、农企共赢”。

叶世高也是庐江县春兰茶叶专业合作社的一名社
员，他坦言，在加入合作社以前，由于茶叶价格低，加上缺
乏种植技术，茶叶产量小，只好将采摘期延长两三个月，
即便这样，他一年收入也只有几千元。

如今，在汤池镇像叶世高这样因种植茶叶而致富的农
户大有人在。“合作社现有社员 400多户，拥有茶园 1.3万
亩，去年茶叶产量150吨、产值4600万元，今年预计产值超
过5000万元。”赵玉贵介绍，目前，该合作社辐射人口3.2万
人，带动4000多户茶农受益，帮助人均增收700元左右。

合作社里茶叶飘香
——安徽省合肥市发展茶叶产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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