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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进口一升一降

根据农业部市场信息司提供的最新资
料，今年 1 至 5 月，食用油籽进口 2255.2 万
吨，同比减 9.4%，进口额 141.3 亿美元，同
比增 2.2%。其中，大豆进口 2056.6 万吨，
同比减 12.2%；油菜籽进口 165.5 万吨，同
比增 37.9%。油料进口数据的变化往往容
易触动市场敏感神经，大豆和油菜籽进口
的一升一降,原因何在？

前 5 个月大豆进口同比下降，主要是
受国际大豆主产区南美地区物流等短期因
素影响。每年南美大豆 3 月上市，4 月下旬
5 月上旬进入我国市场。今年南美大豆大
获丰收，产量较去年增加 3200 万吨，然而，
由于巴西玉米出口数量同比增加，港口物
流承载力有限，导致南美大豆进入我国市
场延迟 1 至 1 个半月。今年 6 至 7 月份，南
美大豆集中进入国内市场。据了解，7 月份
进口大豆到港数量将达到 700 多万吨，创
大豆单月进口数量历史纪录。

前 5 个月油菜籽进口攀升的主要原因

是国际油菜籽相对于国产油菜籽价格有优
势，刺激了国内企业进口的积极性；我国
油菜籽的压榨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压榨
企业绕开进口油菜籽不准进入国产油菜籽
主产区的政策限制，大量进入沿海地区，
导致非主产区产能扩张，加速了油菜籽的
进口。

因此，油料进口短期内数量的变化对
全年进口数量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作
为食用植物油的两大主要原料，大豆和油
菜籽近几年进口数量的攀升，已经对国内
油料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导致国产大豆等
油料逐渐被边缘化，国产大豆产业发展已
经陷入困境，有人担心国产油菜籽也会重
蹈国产大豆的覆辙。

产不足需是导致油料进口猛增的最根
本原因。根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食用油
需求量为 2300 万吨，国内供给共计 800
万至 900 多万吨，需求缺口达到 1500 多
万吨，全部依赖进口填补市场缺口。我国
食用油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达到
65%以上，国内食用油自给率不足 40%。
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食用油消费需

求提升空间还很大，食用油产不足需的矛
盾会更加突出，油脂油料对外依存度有可
能进一步提高。

缺口长期存在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高级分析师陈艳军
认为，我国植物油消费缺口将长期存在，如
何提高我国植物油的自给率，有效利用国
际市场，将是国家实现国内植物油安全、稳
定国内植物油价格的长期课题。

提高我国植物油自给率，关键是稳定
油料种植面积,提高油料作物产量。根据
农业部资料，2012 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
10758 万亩，产量 1302 万吨；花生 6958 万
亩，产量 1669 万吨；油菜籽 11148 万亩，产
量 1401 万吨；向日葵 1333 万亩，产量 232
万吨。从我国目前油料种植情况来看，国
内油料供给难有实质性增加。

首先，我国耕地、水资源有限，大豆、油
菜籽等油料作物与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
争地问题突出，不可能再挤出更多的土地
种植油料。今年 4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
户种植意向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农户受
到玉米和稻谷意向种植面积增加的侵蚀,
对大豆的意向种植面积下降 8.5%。

其次，油料作物比较种植效益低下，农
民种植积极性下降。这是油料种植面积长
期停滞不前，甚至严重萎缩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家对油料种植扶持力度小，影
响农民种植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对小麦、
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扶持力度越来越大，
对大豆、油菜籽等油料作物补贴力度较弱，
国产大豆农机补贴没有纳入补贴范围。国
家对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实行保护价收
购，农民根本不用担心粮食卖不出去。国
家对大豆、油菜籽也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但
是属于定量收储，价格预期不明确，影响农
民种植积极性。

目前最为紧迫的现实是，油料种植面
积下滑，农民种植积极性下挫。国家应该

出台实质性的扶持政策，稳定现有油料种
植面积，在稳定大豆、油菜种植面积的同
时，调整油料种植结构，扩大花生、葵花籽、
山茶树等油料作物种植面积，逐步提高国
产油料自给率。

利益亟待保护

我国油脂油料市场与国外市场联动性
比较强，在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
只有政府和农民形成一个抗体，才能共同
抵御国际油料市场的冲击。

从目前来看，在国内油料产不足需矛
盾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大量进口油
料难以避免。“关键是在进口的同时，如何
保护国内油料市场，保护油料种植户的利
益，而不是通过进口油料把国产油料排挤
出油料市场，把中国农民排挤出油料市
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利用好了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董彦彬说。

为了保护国内油料市场，保护农民的
利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8 年国
家对大豆、油菜籽等油料实行临时收储政
策，进行托市收购，并逐年提高收购价水
平。这对于稳定油料作物种植面积，调动
农户种植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临储政策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大大削弱了
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功能，对整个产业链条
造成影响。

陈艳军认为，国家应该制定国产大
豆、油菜籽的目标种植收益，当农民的油
料种植收益低于目标种植收益时，将差额
直补给农民，保证农民油料种植收益保持
在合理水平，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同时
放开市场价格，国产油料可以随行就市，
提高国产油料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油脂压
榨企业的活力。通过国产油料生产和需求
的可持续性增长，促进国产油料产业的健
康发展，提高国产植物油的需求和自给率
的提高。

今年前 5个月，我国油料进口格局出现一些变化，大豆进口同比下降，油菜籽进口同比上升——

平衡利用国际国内油料市场
本报记者 刘 慧

江苏省常熟市有一种风俗，参加婚宴
的人们都会得到主人回赠的糕点，近几年
这份回礼变成了小包装的“喜米”。吃过
这种口味纯正、清香四溢的大米后，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也纷纷去购买这种高品质的
好米。于是，常熟首个正式注册的家庭农
场——田娘农场的送米车更加繁忙地行驶
在大街小巷。尽管“喜米”的价格远高出
普通米，最高每斤 45 元，但仍然供不应
求，每月的销售额超过 100万元。

田娘家庭农场创始人高健浩对记者
说：“我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吃好。”为了
这个理想，田娘家庭农场进行了不同途径
的探索。

在鱼米之乡的常熟成为最大的“农场
主”，这是高健浩创业时始料未及的。家
庭农场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一些专家
到常熟调研后，认为田娘农场是相对成熟
的家庭农场“升级版”。高健浩说，实际
上，这一模式的雏形，应该追溯到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探索。

那时，迅猛发展的工业化潮流带走了
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大片田地撂荒，但想
承包田地，却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高

健浩率领 17 户村民，到昆山正义镇承包
了 4800 多亩地，成为苏南第一批跨市承
包大片土地的农民。“当时采用了以家庭
为单位分片精耕细作又统一协调服务的组
织形式，应该是家庭农场的初级版。”高
健浩回忆说。

在种地过程中，高健浩看到一些农民
过度使用肥料造成土地污染，感到很痛
心。于是，他创办了江苏田娘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专业处理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
固体有机废弃物，生产有机肥料。但是在
推广有机肥时，当地农民不认可，认为化
肥又便宜又干净，增产效果更显著。无奈
之下，高健浩决定把肥料白送给农民，但
依然收效甚微，第一年公司亏损严重。

“别人的地不用有机肥，我租地自己
用，给大家先作个示范。”高健浩又流转
了 500 亩地，成立起田娘农业生产合作
社。“当时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把田娘牌
有机肥消耗掉，用收成给工人发工资。”

然而仅靠 500 亩地，公司的有机肥还
是无法全部消化。于是从 2006 年起，高
健浩成立了米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入
股的方式吸引农户加入。

在推广有机肥、流转土地进行示范过
程中，田娘公司逐步摸索出以“公司+合
作社+家庭农场”的新型合作经营模式，
对加盟的家庭农场开展教育培训，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统一管理和服务，提高了
农户的种植水平和收益。

如今，田娘公司经营的土地总面积
达到 6800 亩，其中 2050 亩由田娘家庭
农场承包租赁经营，发展优质稻米标准
化示范种植，剩下的 4000 多亩通过吸引
周边区域的 37 户家庭农场合作经营。田
娘家庭农场已通过国家级优质稻米标准
化示范基地的验收，成为农业部“种粮
专业大户”。

目前，全国各地家庭农场形式多样，
各有特点。高健浩说，我和 17个家庭第一
次大规模承包土地是为了解决“撂荒”问
题，江苏田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田娘农
场则是在与环境污染、土质恶化的抗争中
应运而生，以解决粮食质量安全为使命。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按照农业循环
经济的理念，田娘公司已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通过统一良种供应、统一机械化育插
秧、统一病虫草害防治、统一新技术运

用、统一标准化生产、统一品牌销售的
“六统一”管理模式下的专业化分工合
作，构建起“发展养殖业——废弃物收集
——资源化生产——返回种植业——优质
农产品生产”的现代农业经济循环圈和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产业链。

高健浩告诉记者，通过不断摸索和实
践，田娘家庭农场取得了 5 个显著成效：
提高了土地投入产出率，提高了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培育了新型职业农民，提高了
农业规模经营效益，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在支农惠农政策的推动下，田娘家庭
农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提高了水稻
生产管理水平，实现了省工节本增效。周
边常规种粮小户水稻亩产 525 公斤，小麦
亩产 285 公斤，而田娘农场近 3 年种植的
水稻、小麦亩均产量分别达到 626 公斤和
337公斤，比流转前大幅度提高。

田娘系列农产品先后获得苏州市知名
商标、名牌产品和江苏名牌农产品等称
号，并成功进驻常熟市及周边市、县、区
大型超市、商店。2012 年，田娘家庭农场
销售田娘系列大米 610 多万斤，销售收入
2100多万元。

不信土地不生金
——江苏田娘家庭农场调研

本报记者 李 力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第 28 周（2013 年 7 月 8 日至 14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99.95（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0.42 个点；“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
格指数”为 200.45（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0.19个点。

畜产品价格稳中有跌。鸡蛋、牛肉、羊肉、猪肉和白
条鸡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7.51 元、51.31 元、53.62 元、
20.22 元和 14.17元，环比分别跌 1.6%、0.6%、0.5%、0.4%
和 0.1%。

多数水产品价格上涨。草鱼、大黄花鱼、大带鱼、白
鲢鱼和鲤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5.30 元、35.51 元、
27.18 元、7.98 元和 10.89 元，环比分别涨 0.8%、0.7%、
0.6%、0.5%和 0.3%；鲫鱼和花鲢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6.16元和 12.09元，环比分别跌 0.6%和 1.1%。

蔬菜价格有所上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中 14 种
价格上涨，周均价每公斤为 3.21 元，环比涨 1.3%。分品
种看，平菇、洋白菜、菠菜、莴笋和菜花涨 5%至 10%；葱头
和冬瓜跌 5%至 15%；其余品种波动幅度在 5%以内。

水果价格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7 种水果均价每公
斤为 5.41 元，环比跌 2.5%。其中，西瓜、巨峰葡萄和香蕉
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2.10 元、9.46 元和 4.91 元，环比分
别跌 14.3%、8.6%和 2.8%；菠萝周均价每公斤为 5.35 元，
环比涨 8.1%；其余品种涨跌幅在 2%以内。

(农业部市场信息司供稿)

农产品价格涨跌互现

价 格 周 报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东省政府日前印发《广
东省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2013—2015 年）》，提出将在
今后 3 年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并充分发挥信息化
在推动“幸福广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广东省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2013—2015 年）》主
要包括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大数据资
源建设与共享、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加快农村
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建设、开
展农村信息化示范等 6 个内容。为推动计划开展，广东
将加快农超对接、农批对接、农校对接、农餐对接、农企对
接等“五农对接”信息化示范工程、“信息乡村”、“国家农
村信息化示范省”等试点建设，以点带面促进农村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广东实施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日前，中国野生植物保护
协会为了表彰贵州省纳雍县保护珙桐的成就，提高社会
公众保护意识，促进珙桐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授予贵州省
纳雍县“中国珙桐之乡”称号。

纳雍县自然分布有大量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光叶珙
桐，其面积达 7120 公顷，近百万株，是目前世界上光叶珙
桐自然分布面积最大、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为了加
强对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纳雍县委、县政府成立
了珙桐县级自然保护区，并委托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编制
了《贵州纳雍珙桐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从功能上分为
核心区和实验区，建立以珙桐为主的生物多样性自然保
护区。

贵州纳雍县获“中国珙桐之乡”称号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截至 6 月

30 日，全国共实施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 133 亿元，补贴农机具 320 万台（套），
受益农户 218.5 万户；全国农机总动力预
计达 10.46 亿千瓦，同比增长 5.8%。今年
上半年，农机化政策落实有力，技术推广、
教育培训、监督管理等工作稳步推进，全国
农机化保持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农业
稳定发展提供了装备支撑。

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农机工
业产销两旺。今年 1 月至 5 月，全国农机
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经营收入 1407.5
亿元，同比增长 17%，实现利润 882 亿元，
同比增长 19%，累计完成进出口交货值
113 亿元，同比增长 3.4%。农业部在 32 个
省级执行单位开展了“全价购机、县级结
算、直补到卡”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操作方
式创新试点，对 3000 名基层补贴工作人
员进行业务轮训，全面推动补贴信息公开，

严厉查办违法违规行为。
农机装备结构持续优化，重点作物和

关键环节农机具增长较快。农业部积极引
导农民购置使用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在山
东等 11 个省（区、市、垦区）开展农机报废
更新补贴工作试点，促进老旧农机更新换
代和节能减排。今年上半年，大中型拖拉
机和配套农具保有量预计分别达 508 万
台、790 万部，同比分别增长 9.4%、8.7%，
拖拉机大型化、配套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水稻插秧机、联合收获机预计分别达 57.7
万 台 、135 万 台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5% 、
16.8%。

农机作业面积持续扩大，农机主力军
作用凸显。农业部开展主要农作物农机农
艺融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加大农机化
主推技术推广力度，累计新增保护性耕作、
高效植保、秸秆打捆等各类农机化新技术
推广面积 1.2亿亩。

全国农机总动力预计逾10亿千瓦
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133 亿元

湖北省公安县大力发展葡萄产业，全县葡萄种植面积已近 10 万亩。今年 7 月葡萄

上市以来，公安县在葡萄种植园组织各种形式的民俗表演，吸引广大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到葡萄园观光、采风、采摘。 李业清摄

“拇指西瓜”在上海培植成功

本版编辑 刘 佳

制 图 夏 一

7 月 15 日，在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的一果蔬合作社

拍摄的“拇指西瓜”。

日前，一种被称为“拇指西瓜”的迷你西瓜在上海市

金山区山阳镇的一果蔬合作社成功种植。“拇指西瓜”源

自南美的一种水果“佩普基诺”，仅有 3 厘米长，内瓤为青

绿色，口感微甜，不用切开，可以连皮一起食用，市场价格

约在 160元/公斤。

庄 毅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