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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在江西省崇仁县，今年早稻机插面积
达 10 万亩以上，水稻农机综合作业水平达
到 70.2% ，有 两 个 村 的 机 插 率 甚 至 高 达
95%。大同村水稻大户沈春梅说，“现在村
里青壮年劳力相对短缺，提高水稻机插秧
水平是大家最期盼的。今年我采用的机插
秧技术简单实用”。

就在几年前，当地曾大力推广机插秧
技术，但因育种不过关而难以推开。为了
突破这一瓶颈，该县组织农技专家针对机
插育秧、插秧机使用和漏插等进行技术攻
关，采取集中育秧，改筛土育秧为淤泥育
秧，使用水稻壮秧剂，缩短了育秧周期，提
高了秧苗质量，解决了机插的最大障碍。

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南方
早稻生产开局良好，目前栽插已完成，长势
普遍较好。湖南省早稻成秧率 80%，比上
年 提 高 3 个 百 分 点 ，秧 苗 健 壮 清 秀 无 病
虫。江西早稻一、二类苗比例达 90%以
上。广东、广西、湖北等地秧苗素质都较
好。预计全国早稻播种面积达 8761 万亩，
比去年增加 110多万亩。

农业部专家表示，早稻长势好主要得

益于两大因素。育秧期间气候条件有利，
秧苗健壮、苗数充足。同时，水稻集中育秧
技术推广明显加快。全国集中育秧面积达
2037 万亩，比去年增加 955 万亩。其中，湖
南 850万亩，增加 350万亩；江西 520万亩，
增加 305万亩。

目前，南方中稻栽插进入高峰。在水
稻大省江苏省，截至 5 月 23 日，全省中稻
已育秧135万亩，完成计划的4%，同比快2
个百分点。早播的水稻秧龄已达 2 叶 1 心，
秧苗长势普遍较好。据了解，江苏省财政已
安排1.2亿元推广水稻集中育秧，推进机插
秧，提升水稻生产科技水平，力争今年全省
水稻集中育秧比例达35%以上，比上年增加
5个百分点。

春播作物情况关系到秋粮的产量。当
前，春播作物已进入田间管理的重要时
期。目前，东北玉米春播已经基本结束，东
北四省区春播重心已经向水稻移栽和大田
管理转移。针对罕见的春涝，东北各县市
开展包乡、包村、包户指导服务，帮助农民
解决春播中的困难。各地狠抓高产创建，
推进整建制创建，率先示范落实防灾减灾

增产技术。
“今年低温春涝、播种时间短，我专门

购买了生长期在 126 天的早熟玉米品种。”
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邵家村种粮大户丛德
财特意购买了一套新的农机设备以加快播
种进度。

东北是我国玉米主产区，面积、产量分
别占全国 37%和 42%。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告诉记者，2007 年
和 2010 年东北也曾遭遇冬春多雨雪天气，
普遍推迟了春播时间，但秋天收获时并没
有减产。他说，“我们今年鼓励农民用高产
矮秆早熟耐密植品种，目前东北玉米已经
实现适时播种”。

“旱田播在丰产期，水田不插六月秧”，
黑龙江省农委副巡视员李世润说，黑龙江
投入 12.6 亿元，组织机械除涝散墒，充分发
挥 13.3 万台整地机和 58.6 万台各类播种机
作用，全力抢播快种，全省日最高播种面积
超过 1300万亩。

“东北地区已根据墒情和农时，制定分
区指导实施方案，按照先岗地、后平地、再
洼地的顺序，合理安排机播作业。”农业部

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表示，总体看，尽管今
年东北等地始播期推迟，但各地加快播种
进度、播期集中，大部地区的作物基本实现
适期播种，特别是东北地区玉米基本种在
适播期，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了主动。

据了解，春播期间农业部组织专家制
定并下发了 6 个分作物春播技术指导意
见，先后派出 10 个工作督导组和技术指导
组，深入春耕生产一线开展工作督导和技
术指导。各地组织机关干部和农技人员，
蹲点包片，进村入户，指导农民因地因墒因
时落实春播技术。据农业部农情调度，截
至 5 月 20 日，全国已春播农作物 11.07 亿
亩，完成计划的 82.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5月下旬东北地区
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降雨接近常年，中北
部雨量偏少，有利于春播和作物出苗生长。
叶贞琴说，各地要抓好春播扫尾工作，加快
播种进度，尤其是东北各级农业部门要抓住
晴好天气，加快水稻移栽进度，确保水稻不
插六月秧。叶贞琴还强调，各地要加强春播
作物田间管理，重点抓好苗期肥水管理和病
虫防控，促进作物正常生长发育。

我国农业生产保持较好势头——

早稻长势好 春播扫尾忙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随着劳动力转移，农村近几年没人种
地、种不好地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由
于种植业比较效益低，农民种地大多采取

“随意性”，不愿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
面，农民想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效
益，但缺乏先进技术和机械化设备。日前，
记者来到山东省汶上县，对土地托管的实
施情况进行了采访。

“托付”土地收益增

汶上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共有耕地
83 万亩，全县 66 万农业人口中有 36.2%的
人口常年外出务工，“打工顾不上种地、花钱
种地成本高”基本上成了农民的心病。

“ 土 地 托 管 可 真 是 我 们 的‘ 大 救
星’。”汶上县义桥镇房柳村村民刘来路
道出了心声，他常年在外打工，老人身体
不好根本种不了地，家里 8 亩地只好承包
出去，每年的土地收益一共就 4000 元左
右。汶上县开始对农民的土地实行托管
服务后，刘来路第一时间把土地“托付”
了出去。“去年，我们家每亩土地收益达
1500 元，这比以前往外转包土地的收益
高太多了！”刘来路兴奋地说。目前，汶
上县义桥镇房柳村 1200 亩土地已经全部

进行了托管。
事实上，如何实现打工种地两不误、同

增益，已经成为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汶上县供销社主任徐锋介绍，土地托
管是由农民、县供销社以及本村受群众信
任的村民代表或种植大户这三方共同签署
土地托管协议，由县供销社所属公司和基
层社向受托方提供农资直供、耕种收等托
管服务项目，实行统一耕种、管理、收获和
分配。

“以前农民土地转包出去之后，土地上
的所有效益是和农民无关的。”徐锋介绍
说，土地托管不仅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承
包权、经营权，而且农民也有了收益权，供
销社和农民合作的同时，获得了收益，壮大
了自己的队伍，也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民的
后顾之忧。

方式灵活服务好

打工高收入和土地低收益的强烈对比
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烫手山芋，完全靠种地
难以维持生计和失去土地心里又不踏实的
矛盾心理阻碍了土地的集约化、机械化种
植。“土地托管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
一。”徐锋说。

汶 上 县 的 土 地 托 管 服 务 因 地 制 宜 ，
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记者在土地托管
协议上看到，主要分为“全托”和“半托”
两种。全托管服务包括耕种、管理、收获
全过程，而且实行“三包”服务——包产
量，亏了由县供销社补足，超产则归农户
所有；包费用，按比当年市场价格低 10%
的标准，确定农资及劳务服务的费用，按
生产环节的时间节点向农户收取；包质
量，种管收全过程都有村委会和村民代
表监督实施。土地半托管服务是根据村
民或流转土地大户需求，由县供销社的
土地托管服务队按低于同期市场价格，
提 供 耕 、种 、收 等 生 产 环 节 的 半 托 管
服务。

据了解，2012 年，汶上县供销社成立
了 26 支共 600 人的土地托管服务队，投资
300 多万元购置了播种、浇灌、施肥、喷药、
收割等农业机械 40 台，并整合社会机械
123 台，形成了可以覆盖全县 14 个乡镇、为
农户提供全方位农业生产的专业服务队伍
和网络。截至目前，在收割、运输、还田、耕
地、打除草剂、旋地、施肥、播种等 8 个环节
为 6.4 万余亩土地提供服务，总计实现服务
收入 1821万元，实现利润收益 184万元，为
农民节约支出成本 361万元。

规模经营优势显

大田作物生产机械化程度仍然比较
低，也是困扰外出打工农民的现实问题。
土地托管这一模式打破了户与户之间的界
限，由土地托管服务队实行统一耕种、统一
管理、统一收割、统一分配。这样，土地托
管服务队依靠科学种植，增加了有效种植
面积，也增加了粮食产量。外出务工人员
可利用农忙时间继续打工，不用再担心自
家地里的作物来不及收获。

同时，土地托管还杜绝了假冒伪劣农
资进入市场，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汶上
县供销社从厂家直接采购以“供销直供”为
主的化肥、农药等农资，直供到田间地头，
仅化肥每吨就比市场价低 200元左右。

此外，通过开展土地托管，汶上县供销
社在有偿服务收益中给村集体 30%的提
成，有效增加了村集体资产。

汶上县委书记赵东升表示，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镇
转移，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农业发展迫切
需要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土地托管可
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规模经营的有效
途径之一。

种地打工两不误
——记山东汶上县土地托管经营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通讯员 杨奉明 丁永宏

最近，媒体接连曝光了几起农产品安全事件，引起

公众关注。人们在呼吁加强安全监管、加大法律惩处

力度的同时，也要求切实从源头抓紧抓实，从根上断绝

农产品“劣变”的土壤。

从根上抓起，这是多年来我们为了提高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一贯做法。问题是为什么一直在抓，却一直

断不了“根”。这与我们千家万户分散种植的格局有

关。现在还有很多农户种什么、怎么种，自己看着办，

谁的地里撒点什么药、肥，彼此都管不着。

从源头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的好处很多，

从质量安全上看，它属于责任共担，一家出事众人遭

殃，会砸掉合作社的牌子，所以合作社成员互相之间就

实现了监督，更不用说合作社对成员的引导、教育和督

促。从监管上来讲，只要牢牢抓住合作社，就抓住了

“命门”。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发展得

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能力强、产品品牌好、农民

实惠多、入社农户多。这样的合作社走上了良性发展

的路子，对农户约束力很强，产品质量安全能够保证。

第二种是发展一般甚至不太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

品竞争力不强、带动力也不强，入社农户也就是挂个

名，基本没有什么约束力。

在现实中，发展得好的合作社是少数，多数合作社

还比较弱小，属于第二种。这种状况对于监管机构来

说很难实现有效监管，因为没有这么庞大的队伍能够

覆盖所有的田间地头，即使能实现监管，成本也将高不

可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与农村的耕作方式有

关。分散种植的传统，使农户不习惯市场经济中的组

织方法和竞争方法，难以培育既有经营能力也有组织

能力的乡村能人。缺乏领头人，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长壮大的主要障碍。此外，资金困难、环境问题

也是成长中的“烦恼”。

为了解决“能人”问题，农业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阳光培训”，希望通过长期针对性的培训发现“能

人”。应该说，这是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长远之

道。从眼前来看，还是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不要把对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视仅仅体

现在文件中、讲话中、标语

中，而要真正落到实处。

农事不等人、农产品质

量安全不等人、农业现代化

不等人，各地应尽快帮助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起来。

农产品安全要从源头抓起
瞿长福

本报讯 记者徐胥报道：为加强农作物种子生产基
地的建设、管理与保护，提升农作物种子供种保障能力，
农业部近日发出通知，决定开展国家级杂交水稻和杂交
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认定工作。

通知强调，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实行动态管
理。基地认定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满后，按基地认定申
报程序重新认定。农业部对认定基地在有效期内开展不
定期抽查考核，并进行一次中期评估。对抽查考核和中
期评估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给予摘
牌处理。

农业部开展“两杂”种子生产基地认定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日前，全国林产工业品
牌培育试点在北京正式启动。该活动通过评定“中国
林产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探索建立林产工业企业
品牌培育的具体措施、操作办法和工作模式，试点范围
覆盖木地板、人造板、木结构产品等八大行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秘书长石峰介绍，林产工业品牌
培育试点工作将在企业品牌培育的基础上，进行行业
和企业品牌竞争力评价等工作，积极树立企业质量意
识，打造国内、国际知名品牌，尽早扭转、结束我国林产
品出口以贴牌为主的局面。

全国林产工业品牌培育试点启动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今年,天津将加强食用农
产品安全监管，构筑蔬菜、畜禽产品、水产品、牛奶质量安
全网,年内地产无公害种植生产基地产品抽检合格率稳
定在 98%以上，畜禽产品瘦肉精残留、兽药残留抽检合格
率达 99%以上，水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生鲜
乳中三聚氰胺检测合格率达 100%。

为加强农产品安全监管，天津将加快农产品检测体
系建设，在现有检测机构设置和仪器设备的基础上，提升
区县级检测机构的常规检测能力，依托放心菜基地和放
心肉鸡基地建设，加强乡镇检测站（点）建设和检测人员
培训，形成市级检测中心—区县检测中心—基层监测点
三级网格式产品检验体系。

天津构筑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网

本版编辑 刘 佳

 

































































放下手中的农活，洗净脚下的泥土，走
进明亮的课堂，捧起久违的课本。近日，宁
夏平罗县 70 名种植大户和农场主集体走
进了县职业教育中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班，由此开启宁夏规模化培养新型职业农
民的大幕。

近年来，宁夏加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型，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很快，种植
大户、家庭农场数量不断增加，农民职业化
趋势明显。“这就需要培养一支综合素质
高、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宁夏农牧厅副厅长马
新民说。

马新民介绍，宁夏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主要包括3个方面：围绕产业培养“专业型”
农民，开展“技术+管理+信息+市场+经营”
五位一体的多元培训，提高青年职业农民
专业化生产能力和现代经营水平，鼓励青
年职业农民发展联户经营、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模式；围绕基地培养“创
业型”农民，针对创业愿望强、文化素质高
的青年农民，通过创业模式、营销、市场信
息等方面的系统培训及创业资金扶持，促
进农民能够创办小型企业；围绕市场培养

“管理型”农民，重点面向村干部、农村经纪
人、农资营销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
等，通过培训辅导、外出培训，全面提高其
管理和经营水平。

据了解，作为试点，平罗县在土地使
用、经营贷款、风险担保、信息服务、技能
培训、劳动保障等方面制定了扶持新型
职业农民的政策。宁夏各地也在陆续开
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并力争形成
长效机制。

宁夏:

大规模培养新型农民
本报记者 拓兆兵

左图 山东省无棣县首次使用“遥

控植保无人机”，统一开展“一喷三防”

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图为无棣县

徐庙村的“农业部万亩小麦高产创建示

范片”内，“遥控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

“一喷三防”作业。 蒋惠庆摄

上图 在我国夏粮十大产区之一

的湖北襄阳，540 多万亩小麦进入成

熟期。据湖北省农业厅测算，今年全

省小麦产量比上年增加 7.57 亿斤，增

幅 10.2%，小麦丰收没有悬念。图为

大型联合收割机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

镇的小麦田里抢收小麦。

安富斌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