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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大路菜冷天“热”卖

近日河北省固安县马公庄市场，白菜
交易火热进行。菜农一大早就将一车车白
菜从地头运来，卸菜、剥叶、装车一气呵
成。“地里的白菜能砍的都砍了，现在价
格好，赶紧卖掉。等到立冬后，白菜再留
在地里就该受冻了。”菜农华恩信说。

“外层的叶子要剥掉才算！”菜贩子指
着华恩信的白菜说。“这菜叶子都挺嫩，
不用剥太多！”华恩信说。菜贩子看了几
眼剥好的净菜没多分辩也就装上了车。

华恩信告诉记者：“要是市场行情不
好，菜叶剥得狠，一颗白菜有时候剥得就
剩下嫩菜心才卖得出去；现在价钱好，稍
微除去外面的老菜叶就行。”

华恩信的白菜以每斤 0.4 元的价格卖

出，当天市场的价格从每斤 0.3元到 0.5元
不等，对于这个价钱，大部分菜农都挺满
意。菜农刘老伯说：“去年和前年的这个
时候，白菜的价格几分钱一斤，连浇水钱
都不够，菜农都不去收，许多白菜烂在地
里。今年这个价格农民一斤可以赚两三毛
钱。”

据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
介绍：“上周新发地市场大白菜的批发价
是 0.3 元/斤 —0.45 元/斤 ， 去 年 同 期 是
0.13 元/斤 —0.17 元/斤 ， 同 比 上 涨
150%。但是这价钱看似涨得多，其实属
于恢复性上涨。按照今年的价格，农民种
白菜每亩地有 2000 元左右的收入，是比
较合理的。”

除了白菜外，甘蓝、菜花等叶菜类蔬
菜也迎来了上市高峰。由于大棚蔬菜还未
大规模成熟，上周蔬菜产地的供应处于偏

紧状态，导致收购价格上涨，市场上蔬菜
价格也跟着普遍上涨。

据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10 月 28 日
—11 月 3 日，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涨多
跌少，周均价每公斤为 3.84 元，环比涨
0.3%，部分蔬菜涨幅超 5%。而北京新发
地市场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周蔬菜价
格涨幅明显，周内大部分时间的价格同比
上涨的幅度维持在 50%上下。查看历年同
期的价格，今年的价格仅仅比 2010 年同
期略低，是历年同期的第 2高点。

多重因素拉高菜价

“每年这个时候菜价都会涨，天气冷
了，蔬菜生长得慢，菜都卖得贵。”菜农华恩
信说。山西省太原市河西市场的菜商反映：
随着天气转冷，本地露天的菜会逐渐下市，
大棚的菜还没大批上市，正是“青黄不接”
的时候，菜价受影响上涨。而渐入冬季，外
地运输来的蔬菜易受冻损耗，加上油价上
涨等因素，运输成本变高，也会促使菜价上
涨。在河西市场，不仅是西红柿，黄瓜、青菜
等蔬菜价格都有所上涨，由于西红柿市场
需求较大，导致价格波动较大，近期西红柿
价格曾涨到 5.6元/公斤。

从近期上市的蔬菜看，今年部分蔬菜
价格比去年同期高，有一部分是去年价格
较低的蔬菜今年种植面积减少所致，也有
一部分是受到前期不利天气状况的影响导
致减产，少数品种价格上涨是上述 2 个原
因的叠加。

据固安县蔬菜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维建
介绍，去年和前年白菜价格过低导致菜农
种植白菜的积极性不高。有些村种植白菜
的农民三分之一改种玉米或其他作物。从
当前的市场上也能反映出来：往年在当地
的马公庄蔬菜交易市场，白菜集中上市期
拉菜的车能排十多排，但是今年只有三四
排拉菜车交易白菜。种植面积减少，因此
白菜价格比去年同期高。

与河北白菜不同，山东大葱价格高于

去年并非种植面积减少所致，而是天气的
原因造成的。山东大葱在生长期内，遇到
几次强降雨，一些地块的大葱受淹，产量
下降。所以从 9 月份开始，山东大葱的价
格始终高于去年同期。但是，即使一些地
块受淹，大葱的总产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后期上市量会逐步增加。上周北京新发地
市场山东大葱价格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
后期还有下降的空间。

完善调控稳定市场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随
着天气转冷并受“元旦”、“春节”等节日
消费的拉动，预计今冬明春特别是春节
前，菜价将呈现一定的上涨态势。

为保证蔬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
定，国家发改委将着力围绕加强市场监
测、完善冬春蔬菜储备等调控手段、降低
流通费用、改善设施条件等方面开展工
作。针对近年来局部灾害性天气多发的问
题，研究通过及时的监测预警和信息引
导，加强产销衔接，发挥蔬菜的跨区域调
剂和补充作用，合理引导蔬菜的生产、流
通和消费，提升应对突发灾害性天气影响
的能力。

此外，要保证蔬菜供需平衡还应加大
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继续
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冷链物流等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
北方大城市蔬菜流通设施的扶持力度，改
善蔬菜存储流通条件。研究制定公益性流
通基础设施目录，引导各级政府加大对农
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社区菜店等农
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虽然蔬菜价格遇“冷”上涨，但是今冬
明春蔬菜生产供应总体上是有保障的。农
业部统计，8 月底，580 个蔬菜重点县信息
监测点在田蔬菜面积 130.86 万亩，比上年
同期增加 2.1%。因此，随着支持蔬菜流通的
政策措施落实，蔬菜流通环境也将进一步
改善，蔬菜市场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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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部批准审定 77 个

园区为第二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

范基地。至此，算上首批 70 余个

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字

号 ”示 范 基 地 的 数 量 已 超 过

150个。

翻开这份名单，不难发现其

中一部分以先进生产力取胜的

“国字号”示范基地，凭借强大的

前期投入，拥有进口农用机械、特

色农产品技术和庞大的种养规

模，它们的“硬件”甚至已赶超部

分发达国家。当然，名单中也不

乏依靠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

在“硬件”相对不硬的情势下，通

过调整完善生产关系，调动农户

种养积极性而崛起的“黑马”。从

农业现代化发展全局角度看，这

些“黑马”的成绩更让人钦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

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

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发展现

代农业既要应对人口多、人均资

源少、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

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等挑

战，也要避免陷入脱离国情省情

区情，过分追求高投入、大规模、

高技术的怪圈。

显然，以新“四化”为标志的

新体系，要求我们不能忽视软硬

件任何一方，尤其是软件的重要

作用。而促进软硬件协调发展应

从自身实际出发，软硬兼施，科学

制订发展规划，统筹考虑点面、市场机制和行政效力等各

方关系，真正落实党和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新政策。

既注重物质装备、生产能力等硬件上的不断强化，又

要在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积极培育种养

专业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专业合作

社、股份制农业公司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深入推进产业化

经营，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通过调整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加快现代农业

发展步伐。

同时，不能忽视市场机制和行政推动的关系。要充

分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突出企业主

体地位，发挥市场在“三农”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着力

提高现代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

设，要做到引导而不强迫、支持而不包办，切实在规划设

计、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指导上做好服务和保障，特别是

在种植业与养殖业、农业与加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协调

发展上打开思路。

最后，要协调好自身发展和示范扩散的关系。在不

断提升自身现代农业建设水平的同时，继续通过窗口示

范、技术服务、场县共建等多种方

式，积极探索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不

断强化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的辐射

引导示范作用，实现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的双丰收，进一步扩大“农业

国家队”的社会影响。

科学种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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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新疆塔里木大学选育的
抗病、高产、优质棉花新品种，日前通过自治区棉花新品
种审定并被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统一定名为

“新陆中 67号”。
新疆是我国三大商品棉生产基地之一，棉花也是新

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支柱型产业。由新疆塔里木大
学完成的棉花新品种选育，经过多年艰苦的南繁北育程
序，培育出了抗病、高产、优质早中熟常规陆地棉新品系

“塔大棉 1 号”。2013 年 8 月通过农业部公示，9 月通过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审定，定名“新陆中 67号”。

新疆塔里木大学研发棉花新品种

又到冬季，海南岛从南至北，纷纷投入到
冬季瓜菜备耕之中。与往年不同，今年在大规
模种植之前，就已经掀起了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热潮。

农业部门组织技术员下乡指导绿色防控
技术；运销企业自建农产品可追溯系统，并开始
培训合作农户；农户也逐渐改变耕种模式⋯⋯
海南省从多个层面努力，确保瓜菜生产“绿色”
先行，将更多优质、新鲜的农产品销往岛外。

“有农民拿 9种农药配合着去防治一种
病虫害。”海南省植保站副站长马叶说，不规
范使用、过量使用农药的现象比较严重。

在新一轮冬季瓜菜种植前，海南省植保
站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责任安全、绿色海南”
农产品安全生产活动，教农民安全、适量、正
确使用农药。

“以前我都是在说明书使用量的基础上，

多用些，怕用少了，效果不好。”10月25日，海
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九所村村民吴文
烈向植保站技术员坦言自己的担心。

“任何一种农药上市前，都会经过环境药
理、农药残留、生物测定、田间药效等一系列
试验，说明书上写的使用量是合理的。农药使
用量过大，不仅会产生残留，而且让病虫害对
该种农药产生抗性，以后就得使用更多农药
才能杀死害虫，变成恶性循环。”海南省植保
站农艺师李涛说。

虽然冬种才刚开始，瓜果菜运销企业已
经开始忙活了。

10 月 24 日，海南一个农产品质量可追
溯系统使用培训班正在上课，参与者是十多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种植大户，组织
者是一家运销企业——海口永福达农产品运
销专业合作社。今年，该运销专业合作社投入

5.5万元，建立了海南农超对接农产品质量可
追溯体系，这是海南省第一家由企业自行建
立可追溯体系的运销企业。

“这次培训的目的是，在冬种之前，让与
我们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熟悉
这套追溯体系。实现瓜果菜的种植、农药肥料
购买使用、采收、分级、包装、储运、销售等一
条龙式可追溯体系。”海口永福达农产品运销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颜建全说。

海南省农业厅南亚办负责人说，运销合
作社自主建立追溯体系，表明市场正在倒逼
海南推进绿色生产。这种运作模式，可以互利
共赢，农户借助这套追溯体系将好产品卖上
好价钱，而运销企业也可以通过这套体系收
购到更多的好产品，最终推进海南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以往，每到冬种时

节，农民就开始准备化肥，不过，今年不少农
民大量收购鸡粪、牛粪。

“把鸡粪和牛粪沤熟，就是有机肥了。”海
南省澄迈县永发镇农民张德生说，这几天收
购了几车畜禽粪，虽然价格变化不大，但是明
显感觉比往年走俏的时间提前了，特别是牛
粪，由于数量少、肥效好，更是供不应求。

有业内人士提醒，市面上有机肥品种多，
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甚至掺杂了城市污泥、生
活垃圾等，达不到有机质含量的标准。即使一
些鸡粪，也有不少掺杂泥土，或被一些不法商
贩掺入火碱，购买时要注意甄别。

海南省农业厅土肥站站长吕烈武提醒，
在使用人畜粪肥时，一定要经过无害化处理，
不能直接施用，沤肥要腐烂彻底。否则可能诱
发病虫害，甚至造成植物根系破坏，土壤酸化
板结。

冬种未开耕，质量安全已布局

海 南 瓜 菜 生 产“ 绿 ”先 行
本报记者 何 伟

本报讯 近年来，山东省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
“立足三农、服务城乡”为宗旨，扶持一批特色农业合作经
济组织、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主力军。截
至今年9月底，全县各项存款余额36.21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为28.63亿元，助力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百姓增收。

该社紧紧围绕全县产业布局，以适应县域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在保证农户种植、养殖等
资金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加大对特色农业、
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着力扶持种植
大户和“农”字号龙头企业。重点支持了棉花、辣椒、西瓜、
香椿等地方特色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董志勇）

山东武城农信社支持农业产业化

本版编辑 邵 红

“西红柿已经涨到 6 元一斤了！”家在
北京的李女士刚从菜市场回来，两个西红
柿花了 4 元多，她不禁感慨，家常菜西红柿
已经变得不家常了。不仅是北京，宁夏、内
蒙古、天津、山西、河北等地的西红柿价格
近期都呈现上涨态势。继“姜你军”、“蒜你
狠”之后，近日，“钱滚番”一词也在网络上
引起热议。与之相比，普通鲜鸡蛋价格相对
平稳，这让不少网友戏称“只好将西红柿炒
蛋变成蛋炒西红柿了”。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
情系统监测，8 月底以来，全国西红柿价
格整体呈快速上涨走势。与 8 月 25 日相
比，11 月 4 日，全国西红柿价格已上涨
66.7%，创去年春节以来价格新高。

“西红柿卖价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北京一家农贸市场的菜商刘德友说，尽管
贵，但老百姓对西红柿的需求不减。他凭
经验分析，天气转冷后，西红柿转入大棚
种植，生长周期延长，上市量有所减少，
此外储存成本也在增加，这些原因共同造
成了价格上浮的结果。

从批发环节来看，西红柿的价格也处
在高位。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

分析，北京市场上河北、内蒙古、辽宁的西
红柿已经进入上市尾期，山东、辽宁秋冬季
的西红柿还没有形成上市批量，真正质量较
好的西红柿上市量很少，价格一度冲高到
4.5元一斤。近期本是山东西红柿上市的季
节，现在山东的西红柿一部分南运，一部分
自销，不足的部分还需要从其他地方采购。
新发地市场的商户反映，还需要几天，山东
潍坊、泰安和辽宁绥中的西红柿形成一定的
批量后，价格会下降一些，等到辽宁锦州的
西红柿大量上市，价格才有可能真正回落，
但不利因素是今年锦州的西红柿种植面积不
如去年。

不仅是西红柿，每年的这个时节，露
天的蔬菜逐渐下市，大棚的蔬菜尚未大
批上市，蔬菜价格容易产生波动。据农
业部监测，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蔬菜
价格持平略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涨
多跌少，周均价每公斤为 3.84 元，环比上
涨 0.3%。

刘通认为，蔬菜价格的波动，有一部
分是去年价格较低的蔬菜今年种植面积减
少所致，也有一部分是受到前期不利天气
状况的影响导致减产。“今年的情况与

2010 年的情况有些类似。在菜价逐渐走
高，拖后几日出售可以获得更好收益的
情况下，有菜不卖，造成短时间内供应
紧张程度加剧，反过来进一步推高了菜
价。今年，部分农户、经销商又萌生了类
似的心理。”

近期西红柿价格大幅上扬，明年的此
时它是否会出现价格下跌，走上马铃薯、
绿豆、大蒜、大葱等农产品的老路——

“贵三年、贱三年”？要避免这个问题，需
从根本上稳定供需，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行业协会等的扶持力度，帮助农民
与大市场对接，指导农民选择种什么、种
多少。除此以外，应在政府部门的支持
下，加快建立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对产
量、价格、消费等及时作出分析预警，发
布供求信息，尽量避免农产品价格陷入涨
涨跌跌的怪圈。

本报讯 记者徐胥报道：日前，河北霸州市信安镇的
“侯振国爱心团队”捐献造血干细胞现场采样暨签字仪式
举行，170名成员进行现场集中采样。

自 2009 年开始，信安镇积极推广爱心事业，先后成
立春蕾助学基金、特困家庭救助基金等五项基金，2012
年合并为“信安镇爱心救助基金”，重点救助本地困难家
庭。2012 年以来，信安镇政府还把每年元旦后上班的第
一个工作日定为“爱心捐助日”。“侯振国爱心团队”作为
爱心团队的代表，由当地新利钢铁公司副总经理侯振国
倡议组建，其成员大部分为外来务工人员，目前已累计向
社会捐献善款 500多万元。

河 北 霸 州 爱 心 团 队 帮 扶 村 民

据监测，8月

底以来，全国西

红柿价格整体呈

快速上涨走势。

北京市场的西红

柿零售价格达到

6元一斤。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继大路菜陆续下市后，温室蔬菜也会在 11 月中下旬上市，近期农民忙着开展温室

蔬菜生产。图为 11月 5日，河北省固安县农民忙着给温室大棚换上新的棚膜。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