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版
2013年7月25日 星期四2013年7月25日 星期四

聚焦三农

促进产业升级是棉花产业面临的现
实挑战。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高芳说，棉
花临时收储预案对棉包的包装规格、棉花
质量、安全管理都制定了规范，推动了国
内棉花质量提升，提高了国际竞争地位。
但是，原来的收储标准并没有与国际标准
全面接轨，这种推动作用也打了折扣。比
如，摘棉本来应做到分采、分择、分晒、分
交“四分”，但因为优质的棉花没有相应的
好价钱，所以摘棉的时候就把好棉劣棉全
混在一起了。

《2013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规
定，收储皮棉将采用“颜色级实物标准”，
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中国纤维检验局
局长陆阳表示，这有利于涉棉行业提高效

益,推动棉花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将对
5000 多家有资质的棉花加工企业、1000
多家流通企业和 10000 多家纺织企业产
生直接影响。

湖南省高级农艺师吴若云说，新标准
将从源头促进品种优化。现在一个县就有
几十甚至上百个品种，有的棉农一户就种
几个品种，混杂在一起质量肯定受影响。
在加工环节，新标准对轧工质量分为好、
中、差三档，对加工人员的要求明显提
高。目前，棉区一些企业已计划趁早对设
备进行检修，更换机器重要零部件，以提
高皮棉轧工质量。

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在种植源头，稳
定面积的难度大，专业合作组织的能力有

限；在收购纺织环节，许多企业正在勉力
“爬坡”。一些企业反映，除了要面对国外
低棉价、低劳动力成本挤压，还要承受融
资难度和融资成本加大，以及高电价和高
征低扣税收的影响。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湖南农业厅经作
处处长胡耀龙说，解决棉花产业问题首先
需要对产业有明确定位，同时明确国内棉
花需求是靠国外资源还是国内自给。解
决了这两个问题，政策着力点就清晰了。
从产业提升来看，棉花临时收储的作用很
明显，但当市场价格出现巨大反差对企业
造成非市场因素的挤压，就要及时调整、
改善。企业就怕不公平竞争，比如这两年
内外棉价反差巨大，有的纺织企业能拿到
进口棉花配额，有的企业拿不到，拿不到
配额的企业从起点上就输了。所以，产业
政策要更全面，对应措施要到位，给企业
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任何企业
都可以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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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棉快乐吗？写下这个问号时，感觉

有点沉甸甸。“快乐植棉”的目标，是中国棉

花学会 2008 年提出来的，虽然没有人对这

个似乎有些抽象的目标提出具体实现时

间，但作为棉农的期盼、作为稳定棉花种植

的保障、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象征，“快乐

植棉”的脚步总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但现实中的植棉，离“快乐”还有很大

距离。在这次棉花产业调查中，从黄河流

域棉区到长江流域棉区，棉农透露出来的

基本事实是，收成好坏主要靠天的格局没

有改变、费时费工的“苦差”形象没有根本

改变、整体收益不高的状况没有很大改

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棉花种

植面积自 2007年后连年下跌的状况。

决定棉农植棉能否快乐的条件，从种

植过程来看，主要是投工投劳能否减轻。

在湖南洞庭湖棉区，种棉花比种水稻总

体收益稍高，但棉农认为种水稻机械化

程度高、人轻松，一亩稻只要五六个工，

棉花要 20 多个工，要不是当地因水源变

化致土地沙松只能种棉，许多人都改种

别的了。从种植效果来看，主要是收益

能否增加。虽然这几年出台的临时收储

政策给了托底价，但因为普遍种植规模

小、成本走高，算来算去种棉花赚的就是

自己的工钱。

为了改变这些状况，近几年各地想了

很多办法，比如改变育种技术、更新种植方

法等等，试图减轻投工量、增加产量。这些

措施起了作用，但现在棉农大多是 50 岁以

上的老人，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和动力都不

足，很多地方同一个村的棉花产量差别很

大，就是技术差别造成的。更为突出的是，

棉花最费工的是捡棉花，长达 3 个月的花

期，把人上了“锁”，并且由于地块分散，机

械化采摘很难推广，只能人工捡，一些棉花

大户只好把面积维持在 50 亩左右，“再多就

全亏到工钱里了”。

有没有更好的抓手呢？有，就是农民

专业合作社，湖南棉花大县华容就是这么

抓的。这里有一家银华润农棉花专业合作

社，现在已经统一了 5 万多亩棉田。这家合

作社的做法、功能与其他合作社都一样，不

同点在于，投工投劳多是棉花的最大“软

肋”，合作社恰好可以通过集中育苗、棉田

滴灌、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和机械化采摘，减

少农户分散投劳的弊端。而且，籽棉收购

基本以棉贩子走村串户为主，压级压价难

免，而合作社的收购价格更好，润农合作社

总经理张燕说，现在入社的棉农正在实现

“快乐植棉”。

湖南农业厅棉花专家吴若云认为，种

植业中棉花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和地位更

突出、更迫切。不过，这并不表明棉花专

业合作社普遍发展较好了。从调查来看，

专业合作社普遍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

即使是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在遇到诸如耕

地整理、沟渠整修、引入大型机械等问题

时，也会力不从心，需要政府部门专业性

扶持、项目型扶持。现在的难题就在于，

都说农民专业合作社重要，都有支持合作

社的措施口号，但落实起来，真正有含金

量的政策很少。其中的重要原因，还是一

些地方发展观上的问题，认为建园区、搞

工业项目能直接带来税收等成绩，合作社

不仅税收少，很多环节还享受国家的支持

免税政策，“让合作社自己慢慢走吧”成为

一些地方的“共识”。

棉花专业合作社是现有条件下实现棉

花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直接抓

手，既尊重棉农意愿，不改变棉农主体地

位，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和效益，是

发展现代棉业、推进“快乐植棉”的现实平

台。所以，各地不妨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

让“快乐植棉”的脚步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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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产业的现状让人既有欣

喜，也有担忧。

欣喜的是，近几年尽管棉纺

织行业正经历着最为跌宕起伏的

市场行情，竞争压力加大，但棉花

质量逐步提高，棉纺织企业效益

总体上保持增长。

担忧的是，源头上棉农效益

增长缓慢、种棉意愿不强，棉纺织

企 业 面 临 市 场 和 政 策 的 双 重 考

验，众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2011 年，为了稳定价格剧烈波动的
棉花市场，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了棉花临
时收储预案。当年的收储价格为皮棉每
吨 19800 元，2012 年调整为 20400 元，
2013 年维持这一价格。但国际棉价 2011
年后急速下行，高峰时比国内收储价每吨
低 6000 元 ，目 前 还 低 3000 元 至 4000
元。由于收储价格固定，从种植源头到加
工纺织企业不用担忧价格起伏，但也遇到
了不同烦恼。

在湖南南县棉花主产地华阁镇，棉农
陈和林说，现在卖棉花倒是方便，但籽棉
每斤只能卖 3.8 元至 4 元，国家棉花收储
是以皮棉定价，对应的籽棉价是多少，棉
农没有说话权。

安乡县大湖口镇树安棉花收购部总
经理熊树安也揪心。他告诉记者，他这个
总经理就是一棉贩子，把籽棉收上来再皮
辊轧花。皮辊轧花属于要淘汰的工艺，因

此他的皮棉只能卖给中小纺织厂。
大型企业湖南恒生棉业有限公司也

烦恼。恒生公司是 400 型企业，国家发改
委要求每条 400 型生产线最低加工皮棉
5000 吨 ，但 2012 年 这 家 企 业 仅 加 工
2000 吨，原因是收不到棉花。原来，安乡
县有 9 家 400 型加工企业，加上 30 多家
200 型企业和皮辊企业，大大超出安乡全
年折合皮棉 4万吨的产量。

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高芳认为，棉花
临时收储起到了保护棉农、稳定棉花种
植、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作用，但临时措
施长期化，只有中储棉一家收、一家卖，市
场效应就打了折扣，还要在针对性、灵活

性上多下功夫。
从源头来看，临时收储价格公布的是

皮棉价，对应的籽棉价格本来很清楚，但
中间要算上加工企业每吨 1000 元加工
费，这就给了收购商还价、压价的空间。
棉农陈和林说，不管收储价还是托底价，
要是直接以籽棉定价就好了。

对纺织企业来说，由于国际市场持续
疲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
加上棉花进口配额等因素，许多纺织企业
这几年过上了“寒冬”。中国纺织工业协
会产业部副主任许淮滨认为，稳定市场的
临时政策，要不断依据市场变化体现灵活
性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稳定棉产业，首在种植面积。2007 年，
我国棉花种植达到历史新高的 8889 万亩、
762 万吨，此后逐年递减，2013 年跌至 7000
万亩以下。如果以保障国内需求为底线，种
植面积应该在 8000 万亩上下、皮棉产量 700
万吨左右。“如何稳定面积，简单地说，在源头
就是农民愿意种棉花。”种植业司经作处处长
王戈说。

“现在种棉花还是靠天气，技术制约、投
劳多和基础设施薄弱是种植环节的‘软肋’。
如果耕作方式不改变，别说稳定面积，谁来种
棉花都成问题。”湖南安乡县农业局副局长毛
勇说，安乡是产棉大县，2010 年棉田达到 45
万亩，但现在增长乏力，原因之一是种棉太

“锁人”，一亩田要投 25 个工，比种稻费工多
了。为此，安乡县这些年主要探索了增产减
劳技术，比如改油菜育苗移栽为油菜直播以
促进棉花早播，改多次偏施氮肥为配方缓释
肥等。

在种棉大县湖南华容，推进技术进步的
一个重要抓手是农民棉花专业合作社。华容
县团洲乡是“万亩产棉乡”，棉农李立新说，去
年他的 20 亩棉田平均单产 600 多斤，比一般
棉农高，这多亏了银华润农棉花专业合作
社。银华润农棉花合作社在产前统一供种供
肥，产中作技术培训，产后订单收购。李立新
说，棉花称为“药罐子”，以前一生虫就打药，
现在合作社统一防治，既省工，效果还好。湖
南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吴若云说，解决棉花
种植环节的根本问题在于集约化、规模化和
机械化，“这几年湖南棉花种植面积不降反
升，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分不开”。

稳定种植面积关键还是效益。安乡县安
全乡种棉大户易先亮说，只要价格好，就一直
种棉，这是棉农的普遍想法。农业部种植业司
负责人认为，目前稳定种植面积的主要困难，
一是棉花比较效益下降，近年棉麦比价一直
低于 1：8 的正常水平；二是用工成本走高，一
个工由过去的 20 元、30 元上涨到目前的 80
元至 150 元；三是棉花政策扶持力度减弱，棉
花自 2007年开始才有每亩 15元良种补贴。

对此，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高芳认为，棉
花是耐旱作物，轻度盐碱地可直接种植，不与
粮食争土地，保持基本种植面积只要政策措
施多管齐下并不难。比如，政策上一方面要
加大棉花良种补贴，可以像粮食一样出台最
低收购保护价；另一方面要对棉花大县实行
奖励，提高地方抓棉花的积极性，还可以考虑
棉花直补等。

种植面积要稳定

扶持政策需全面

调控市场应灵活

本版编辑 刘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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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整齐、大棚相连、河道纵横、花果飘香，这是江苏
省张家港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美丽景象。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总面积 37.5 平方公里，是张家港
市进行的“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之一。作为张家港市统筹
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基础平台，“万顷良田建设工
程”实现了农村耕地资源、建设用地资源从零星分散转向
空间集聚。目前，张家港市正在实施的两个“万顷良田建
设工程”，可形成高标准农田 25956 亩，复垦整理后可增
加耕地 1889亩。

作为国内经济百强县，张家港市近年来土地供需矛
盾十分突出，但秉持“合理用地、高效用地、统筹用地、规
范用地”的“文明用地观”，张家港市积极推动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严格占补平衡管理，始终坚持把耕地留给农业，
依托“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让耕地增量、提质。

为了更好地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张家港市将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纳入市政府责任目标考核范围，层层签订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健全基本
农田保护制度，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统计台账，做到基本农
田保护定面积、定位置、定地类、定质量、定保护标志，实
现了基本农田的长效管理。

2012 年，张家港市 95%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
区，92.5%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面积
达到 40 万亩，57%的农民实现了集中居住。截至目前，
张家港市累计整理补充耕地 45353 亩，实现了耕地占补
平衡。

江苏张家港市：

集约耕地质量高
本报记者 徐 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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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种大蒜可比以前省心多了。”在山东省金乡县
鸡黍镇华光集团有机大蒜生产基地，鸡黍镇张寨村农民
张德同感慨地说，“原来没建大蒜基地时，都得自己拉着
大蒜去市场卖，价格也没保证。现在好了，公司直接来基
地收购，一亩地还能多卖 300元。”

金乡县是全国著名的大蒜之乡，大蒜常年种植面积
70 万亩，年产大蒜 80 多万吨。然而，大蒜产业在鼓起蒜
农钱袋子的同时，面对近几年大蒜价格的大起大落，如何
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成为一道发展难题。

为此，金乡县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1000 多万元，积极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以合作社为载体承接流转土
地占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的 80%，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金乡县还争取资金 4590 万元，实施小农水重点
县、农业综合治理等项目，带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升级。

同时，金乡县投入 2000 万元“筑巢引凤”，建设了
“现代、循环、生态”三大农业示范园区，引进了许多项
目。示范区内农户自由结合，跳出旧的条块种植模式，根
据示范区规划确定种植品种，提高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

金乡县先后有 50 多家合作社与国内外 58 家连锁
超市、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通过“农超对接”，
今年以来实现大蒜销售 3 万多吨，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商
沃尔玛大蒜直供基地。截至目前，金乡县已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 362 个，注册资金总额 4 亿多元，带动农户 3
万余户。

山东金乡县:

“抱团”发展效益好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通讯员 高同建

我国棉花产业透析我国棉花产业透析 下
价 格 周 报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第 29 周（7 月 15 日至 21 日）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203.06（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3.11 个点；“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
价格指数”为 204.25（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3.80个点。

畜产品涨跌互现。猪肉、鸡蛋和牛肉周均价每公斤
分别为 20.37 元、7.56 元和 51.40 元，环比分别涨 0.7%、
0.7%和 0.2%；羊肉和白条鸡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53.45
元和 14.15元，环比分别跌 0.3%和 0.1%。

多数水产品价格略有上涨。大黄花鱼、鲫鱼、白鲢
鱼、鲤鱼和大带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36.18 元、16.36
元 、8.00 元 、10.90 元 和 27.20 元 ，环 比 分 别 涨 1.9% 、
1.2%、0.3%、0.1%和 0.1%；花鲢鱼和草鱼周均价每公斤
分别为 11.95元和 15.29元，环比分别跌 1.2%和 0.1%。

蔬菜价格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中 23 种
价格上涨，周均价每公斤为 3.38 元，环比涨 5.3%。分品
种看，洋白菜、油菜、菠菜、黄瓜、西葫芦、菜花、豆角、芹
菜、韭菜和茄子涨 10%至 20%；生菜、莴笋、白萝卜、大白
菜、生姜和青椒涨 5%至 10%；冬瓜跌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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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元，环比跌 2.4%。其中，西瓜、巨峰葡萄、香蕉
和菠萝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90 元、9.01 元、4.79 元和
5.24 元，环比分别跌 9.5%、4.8%、2.4%和 2.1%；其余品种
涨跌幅在 2%以内。

(农业部市场信息司供稿)

水果价格小幅下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机采棉场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机采棉场景。。杜炳勋杜炳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