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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日前，记者走进畜牧产品生产大区内
蒙古，探究国产奶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振
兴之道。

内蒙古是全国奶牛养殖第一大区，牛奶
产量近千万吨，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蒙牛和
伊利的销售收入均超过 370 亿元，一批知名
畜产品品牌在全国影响很大。

托克托县是内蒙古奶牛养殖大县，在这
里有许多奶牛养殖专业村。现在这些村里
的奶牛养殖户正面临一些困难，养殖积极性
受到影响。记者了解到，一些奶牛养殖户生

产积极性降低，首要原因是鲜乳收购价格偏
低。由于近几年进口奶粉增长迅猛，2012
年达 57 万吨，乳品企业部分使用进口奶粉
作原料，降低了对国内奶源的依赖，影响了
奶价。在托克托县，散户生鲜乳收购价为每
公斤 2.8 元，养殖小区每公斤 3 元，2011 年
以来一直维持不变。

此外，托克托奶业还面临着饲料价格上
涨快，养殖成本上升，奶业比较效益不高的
突出问题。近年来，当地玉米价格从每吨
2200 元上涨到 2500 元，苜蓿从 1800 元上

涨到 2500 元，羊草从 1050 元上涨到 1200
元，饲料价格平均每吨上涨 200 元。同时，
水、电、劳动力价格也在上涨，而奶价近年来
一直变化不大，挤压了奶牛养殖户的利润空
间，当地奶业发展呈现出“水涨船高桥不变”
的状况。

托克托的奶牛养殖方式相对粗放，条件
差、环境脏，技术缺乏，牲畜疾病时有发生。
由于效益不高，有些奶牛得病后，养殖户不
再花钱治疗，干脆淘汰。目前牛肉价格较
高，一些低产奶牛被卖到了屠宰场。许多奶
牛养殖户还面临缺乏信贷支持的实际困
难。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虽然农村信用社
有小额贷款，但期限只有 10 个月，数额不超
过 5 万元。资金缺乏已成为制约奶业发展
的瓶颈。

托克托的奶业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我国奶业当前的实际情况。中国奶
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和奶业发达
国家的差距大多体现在养殖规模化和生产
效率上。客观地讲，经过几年来的整顿发
展，我国奶业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总
体呈现健康发展的态势”。

不过，全国奶业发展要实现“十二五”规
划目标，还需要进一步“苦练内功”。农业部
专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奶业发展面临的
问题，还需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措施，建立
健全推动奶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要进一步加大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扶
持力度。标准化规模养殖是保供给、保安
全和增加奶农收入的关键措施。农业部门
在扶持存栏 300 头以上奶牛养殖场建设的
同时，对存栏 50 头至 300 头的小规模养
殖场 （小区） 也应给予一定扶持，改善养
殖条件。

要积极推进建立生鲜乳收购定价机
制。有关农业专家建议，总结上海、黑龙江
等地经验，可在内蒙古等主产区由政府或物
价部门牵头，组建奶价协调委员会，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合理奶价，定期发布，引
导生产。价格制定要兼顾奶农和乳品企业
的利益，避免乳品企业“一言堂”，防止损害
奶农利益。

要加强养殖技术推广。各级农牧部门
应针对配种、饲料调制、饲喂、防病、挤奶等
关键技术环节，组装配套实用技术，大范围
开展务实管用的技术培训，将实用技术落到
生产环节，切实提高生产水平。

要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奶牛养殖的支
持。奶牛生产周期长，养殖风险大。金融机
构应按照奶业生产特点，为奶农提供期限
长、数额高、利息合理的贷款。据了解，去
年，农业部和中国农业银行签订的合作协
议，授信 500亿元支持畜牧业发展。各地农
牧部门也在积极主动与当地农行协调，为奶
农养殖提供信贷服务。

近年来，全国奶业发展平缓，与市场需求和发展目标有一定差距——

中国奶业正在“爬坡”
本报记者 杜 芳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大校长邓秀
新教授是我国柑橘业的首席专家。湖南泸
溪县是中国椪柑之乡。近日，邓秀新院士
和湖南农大邓子牛教授等专家来到泸溪，
为当地的椪柑产业“把脉问诊”。

站在湖南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的橘园
里，俯瞰峒河两岸，满坡满岭尽是郁郁葱
葱的椪柑林。邓秀新和邓子牛一行来到村
民杨顺放的橘园里。这个面积约 4 亩的橘
园去年刚刚经过品种改良，今年开始挂
果，结果均匀。邓秀新行走在树丛中说：

“今年椪柑挂果好，要重点加强病虫害防
治，最好隔蔸品改，既能降低密度，又能
减少损失。”

“先前椪柑集中在 11 月成熟，现在砍掉
了枝叶，重新嫁接了早蜜椪柑，可以提前 1
个月上市，错峰上市了，价钱会更高一些。”
早蜜椪柑品改示范基地负责人说。

“为了保证品种纯正，采穗圃不能用高
接换种的办法来繁育接穗。”在仔细察看品
改基地和采穗圃后，邓秀新对泸溪椪柑品种
改良提出建议。

泸溪县地处武陵山区和沅水中游，四季
分明，气候宜人，是国家农业部授予的“中国

椪柑之乡”。上世纪 80 年代，泸溪高级农艺
师杨胜陶主持选育出“8304”、“8306”两个椪
柑优良株系。通过品种改良，推动了泸溪椪
柑产业的大发展。“泸溪椪柑”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现在，
泸溪县椪柑总面积达 30 万亩，年产量 19 万
吨，年产值约 2.1 亿元，全县农村人口人均
1.2亩，占农业总产值的 40%以上。

近年来，泸溪的柑橘产业遇到一些发展
难题，由于树龄偏大，树势老化，品种单一，
造成泸溪椪柑产量下降，市场竞争力疲软。
于是，泸溪将椪柑改良提质作为重振柑橘产
业的重点来抓，加快椪柑标准园建设。泸溪
整合资金，改接早熟椪柑，加强技术培训，推
进椪柑标准化生产。目前，该县椪柑标准园
已有 6 万余亩，每亩产量稳定在 3 吨左右，
优质果率达 85%以上。

泸溪县还加强与大专院校的技术合作，
先后从中国农科院、华中农大、湖南农大等
大专院校聘请了 10 余位专家教授，为破解
制约椪柑产业发展难题提供技术支持。

2010 年 5 月，邓秀新院士专程到泸溪，
深入田间地头与橘农、销售和农业技术人员
共同探讨椪柑产业发展。在田间，他看到部

分橘园密度过大，他建议，要及时实施密改
稀，每株橘树要有独立树冠，才便于光合作
用；要加强橘园培管力度、创建标准化橘园，
要让椪柑走提质增效之路。

2012 年 8 月，邓秀新又委派他的学生
专程到泸溪进行社会实践，对泸溪椪柑产业
发展做出了专题调研报告，提出发展建议。

经过实地考察，邓秀新对泸溪的椪柑产
业发展再次开出“良方”：武陵山区气候条件
好，生态环境好，产业发展前途广阔，要增强

信心，增加投入；要推进标准园建设，改造现
有橘园，实现提质增效；要扶持龙头企业，加
强科技支撑：要加强品改，做好高接换种，抓
好培训，做好土地流转。

橘农们听了邓秀新院士的现场指导，信
心满满。泸溪红山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谭永峰说：“邓院士的现场指导，让我茅塞顿
开，今后我们要下大力气实现椪柑品质提
升，加强品改和标准园建设，让椪柑优质果
率达 85%以上。”

院士“把脉问诊”到橘园
本报记者 刘 麟

柑橘在泸溪种植历史悠久，是传统农业

产业。但传统农业产业要成为支柱产业和

富农产业不是顺其自然的事，需要采取多种

措施，下大力气去推动。特别是要借助现代

科技的力量，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泸溪椪

柑能够在市场上叫好，两次重要的科技攻关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科技让泸溪椪柑焕发

出新的活力，科技让土地焕发出新的魅力。

我国各地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有

的地方适合种棉花，有的地方种植苹果有

优势，有的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茶叶主产

区。因此，农业科技的推广示范，必须要有

针对性地选择技术精品，找准当地自然资

源和自身科技成果的最佳结合点，在有市

场需求的情况下，进行推广示范。惟此，才

能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扩大农业科技成果的覆盖率、到户率和应

用率。

科技让土地更有魅力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

我国食品安全频频出现问题，加强食品监管就显得

更为紧迫。

鉴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我国加大了对食

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从对食品加工链的重点领域扩

大到对整个链条的全程监管，更注重了社会力量的

监督。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

体系，这个体系既要符合国情也要遵循国际食品安

全标准，适应新形势下的检测工作要求。首先，要加

强源头管理、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完善产品抽验和进

出口检测手段。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检测经验，力求

建立一个人力储备充足、功能完备、分工明确、运行

顺畅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其次，要加强科学化管理水平，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标准，做到定位准确，重点突出，在参照国际标准

的基础上，形成与国家管理标准相协调的标准，建立

一个规范的食品认证体系。

再次，要在食品安全防范和治理过程中更多地

融入科技因素。主要做好危害性评估、食品安全标

准、关键检测和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旨在提

高食品安全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使我国的食品质

量安全检测能力更加符合社会的要求。要加大经费

投入，尤其是要加强快速检测领域的建设，完善检测

体系建设，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

度，对涉及造成人身潜在危害的事故应在刑法范围

内予以严厉惩处，事故认定等级不应只参照当前对

人身的损害情况。要扩大检查领域，尤其要加强对

重点领域和环节的检查力度，对违法经营者进行严

肃处理。通过对违法涉案企业的打击和监管，重塑

群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与此同时，还要积极

搭建政府、企业、消费者、中

介组织共同参与沟通机制，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

全监管的积极性，形成全社

会参与的良好氛围。

把好食品安全检测关
鲁 伟

近日，30万只贴上二维码追溯标识的上
海“南汇 8424西瓜”上市。这些西瓜来自 12
家专业种植“南汇 8424 西瓜”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这些合作社携手组成了一个更具品牌
影响力的南汇8424西瓜品牌合作联社。

记者在新开张的浦东新区农产品展示
展销中心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用智能手机
扫描二维码，读取“南汇 8424 西瓜”从种植
到销售的相关信息，例如种子来自哪里，何
时施了多少肥，种瓜管理者是谁，有没有进
行农药残留检测等。

“南汇 8424 西瓜”是新疆农科院哈密瓜
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明珠在 1984 年选育出的
西瓜良种，引入南汇后成为南汇西瓜种植的
当家品种，享誉市场。但不久，假冒的“南汇
8424西瓜”也大量出现在大街小巷。

这两年，上海浦东新区提出实施最优品
种、最好品质、最响品牌的“三品”战略，浦东新
区农协会从去年起，采取多项措施，致力于“南
汇8424西瓜”和“南汇水蜜桃”的品牌建设。

措施一，建立品牌联盟。12 家专业合
作社和瓜果公司组建了非法人性质的南汇
8424 西瓜品牌合作联社，今年种植西瓜面
积 3000 余亩。另外 10 家专业合作社组建

了也是非法人性质的“南汇水蜜桃品牌合作
联社”。目前，浦东新区水蜜桃种植面积 4.4
万亩，年产量约为 5万吨。

措施二，制订过硬标准。《南汇 8424 西
瓜生产操作规范》、《南汇 8424 西瓜产品质
量标准》和《南汇 8424 西瓜包装标识》等 3
个上海市企业（联盟）标准和规范经浦东新
区技术质量监督局备案审定发布。“南汇水
蜜桃”的生产操作规范、产品质量标准和包
装标识也已审定发布。

措施三，严格“六统一”。合作联社严格
实施标准化生产质量管理，做到统一技术、
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商标、统一包装、
统一价格。在此基础上，农协会正着手制订
生产、管理、采摘、包装、商标、标识、销售、受
理投诉等工作细则。

浦东新区农协会秘书长陈文泉告诉记
者，他们设想在 3 至 5 年内，吸引全区一半
左右的桃业专业合作社和桃农加入“南汇水
蜜桃品牌合作联社”。“南汇 8424 西瓜品牌
合作联社”将加大与新疆农科院合作，建立
育种基地，并委托上海源怡种苗有限公司工
厂育苗；组织专家到西瓜田头进行指导和开
展现场技术培训。

上海浦东打造现代农业高地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上海浦东打造现代农业高地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
办、雏鹰集团承办的首届中国畜牧产业创意文化节日
前闭幕。在闭幕式活动上，中国首家“猪公馆”对外开
馆，展出了编织、剪纸、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的 400幅
(件)各类文化创意作品。

在本届文化节闭幕活动上，中国畜牧产业（猪业）生
态文明发展高峰论坛是另一项重要内容，论坛以“生态
文明产业建设”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畜牧兽医界的专家
和企业家，探讨生态养殖行业标准和生态品牌发展的途
径。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畜牧企业要共同致力于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型生产体系的构建，创新猪业生态模式，打
造产业绿色竞争力，控制养殖废弃物环境污染，促进行
业可持续发展。

畜牧产业创意文化节闭幕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张伟报道:在麦收来
临之际，山东聊城市消防支队组建 18 个小分队，带
着演出道具和麦收防火宣传单走进田间地头，向农民
朋友宣传麦收消防安全知识。麦收期间，农民违章使
用农机设备、焚烧麦秆等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引发火
灾。聊城市消防支队针对常见火灾隐患，将开展一系
列重点宣传活动，为麦收顺利推进保驾护航。今年聊
城消防支队推动实施了乡镇干部与村组干部包联地
块、农户的措施，尽可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山东聊城消防力保麦收

本版编辑 李 亮

 




































































5月 27日，市民在河北邢台一家超市内选购蔬菜。

商务部 27 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5 月 20 日至 26

日，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食用农产品价格连续第五周下

降。其中，受价格季节性回落影响，18 种蔬菜平均批

发 价 格 比 前 一 周 下 降 5.2% ，近 五 周 累 计 下 降

21.9%。 朱旭东摄 （新华社发）

食用农产品价格连降 5 周编 后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农业局土肥站有 7 名“土壤医生”，3 年多来已为

全县 279 个行政村的土地开出 7674 份“土处方”，指导农民对症施肥，并制作了 597 份土壤

标本送到省检验部门检测土壤重金属含量。

右上图 5 月 28 日，湖北省宣恩县“土壤医生”殷月勇、朱艳红、覃孟州（从左至右）在

椒园村的农田里采集土样。右下图 5 月 28 日，湖北省宣恩县“土壤医生”廖聆谚展示已

包装完毕并将送检的土壤样本。 宋文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