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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得发展资金，形成所谓“土地财政

依赖症”延续了好些年，已经不是新闻。然而，当财政部

最新公布 2013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历史新高，超过

3.9 万亿元的惊人数据时，还是免不了让许多人既大开眼

界，也大跌眼镜。用网友的话形容：见过卖地的，没见过

像这样卖地的。这虽然是一种调侃，但反映出公众对“土

地财政”的明显忧虑。

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至少截止到 2013 年，各地卖

地收入在逐年增长。当然，对这种收入增长我们首先要

澄清一个事实，就是这些钱并不是地方政府全拿走了，并

不是纯粹的财政收入。比如，这部分收入中要支付征地

和拆迁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等，要拿出一部

分进行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投入，要计提一定比例的资

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支持新农村建设，此外还有部分勘

探、规划开发费用等等，然后才可以由地方财政作为收入

支配。

澄清这个事实，并不是表明土地财政“费力不讨好”，

卖的多、得的少，更不是要为土地财政依赖进行开脱，而

是要提出对这种土地收入增长的疑问，为什么即使卖地

收入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地方政

府还是热衷于卖地？一个直接的答案就是，一些地方政

府拿地太容易、太轻松、太便宜。只有得来全不费工夫，

才会动不动就打土地的主意，打农民的主意。

地方政府卖的是什么地呢，按照我国的法规政策，卖

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怎么来的，除了本来就属

于城区、属于国有土地的部分，其他基本是农地通过政府

征收转换来的。据中国人民大学等几个机构联合调研，这

些年地方政府每年要从 400 万个农村居民手中征地。政

府征地，通行办法就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但是在现

有法规政策框架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非常宽泛，一些地

方可以随意解释，农民不同意也无法拒绝。东部沿海某县

领导说，他在任时把未来 50 年要征的地都圈进来了。一

些地方征地随意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以什么价格征地，农民讨价还价的空间

很小、话语权有限。这些年各地发生的征地矛盾，十

有八九是因为征地补偿费用不合理、不公平、不到位

引起的。由于征用农地简单、廉价，致使农地递减速

度居高不下，而土地财政收入逐年增长。这种简单土

地 财 政 带 来 的 后 果 很 可 怕 ，既 是 简 单 粗 放 发 展 的 原

因，也是简单粗放发展的结果，是各种矛盾与问题发

生的内在因素。

比如，在土地财政导引下，一些地方提到发展就是经营

土地、圈地卖地；一些园区、企业粗放用地，该用一亩地可以

扩到二三亩甚至更大，一些城镇不切实际的大广场、大楼堂

纷纷呈现，一些地方肆意囤地圈地，动辄上万亩农地圈而不

用；一些地方本来可以通过开发修整不占用好地、熟地，现

在颠倒过来，占地就是成片的农地；一些地方因此滋生大量

权钱勾结、官商勾结腐败案件，据有关部门透露，这些年发

生的土地事件，背后大多与腐败问题有牵连。

所以，在土地财政的背后，其实是各地的发展观、政

绩观和民生观的综合表露。不可否认，现在城镇化、工业

化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土地和资金，土地出让、农地减少

不可避免，但如果只是习惯性地把眼光盯在卖地上、盯在

农地上，后果将难以想象。

该转变发展思路了，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

不可持续
瞿长福

有机肥很好

进入 7 月份，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片花海。海拉尔农垦集
团播种的油菜进入盛花期。

“你闻闻，这菜籽油有多香！我们用的油菜籽原料全是
农牧场自己产的，都是纯有机肥种植的。”海拉尔农垦集团合
适佳食品公司董事长马中强说。海拉尔农垦集团总经理胡
家才告诉记者，集团建了 3 个有机肥生产基地，引进国内外
先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利用集团牧区牲畜粪便生产有机
肥，年产有机肥 3.5 万吨。目前，垦区播种 400 万亩耕地，全
部施用自产的有机肥。

农业部全国农技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处长高祥照说，广
义上的有机肥俗称农家肥，包括粪便、秸秆、动物残体、屠宰
场废弃物；狭义上的有机肥是指以秸秆、枯枝、粪便等动植物
废弃物、残体为原料，采取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实现无
害化而生产的肥料。

与化肥营养元素单一、施用过多会导致病虫害多发和作物
品质下降相比，有机肥富含多种有机酸、肽类、氮、磷、钾等营养
元素，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营养，肥效长，可有效增加土壤有机
质，促进微生物繁殖，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不仅可
以防止土壤板结，而且可以显著提升粮食、蔬果品质和口感。

正因为有机肥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推
进机械化深松整地和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加快实施土壤有
机质提升补贴项目，支持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有机肥。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也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
采取粪肥还田、制取沼气、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
弃物进行就近综合利用。

农民不爱用

有机肥有自己的优势，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农民不爱
用，市场不景气。

“我国有机肥资源养分含量高达 7000 万吨，远高于目
前每年化肥施用总量，但是有效利用率很低。”高祥照说。传
统上的农家肥使用率极低，商品有机肥销售也非常不景气。
以肥料生产大省山东为例，全省生物有机肥年产能超过
1200万吨，目前实际每年销售量只有 350万吨。

“俺们都知道有机肥好，可是用起来很不划算。”吉林省
蛟河市河南街碾子沟村山头屯农民孙成礼说。不划算首先

是因为费功夫，其次是因为成本太高。“同样种玉米，化肥每
亩用几十斤就够了。有机肥要达到同样的长势，得用好几百
斤才行。实在用不起！”孙成礼家有几亩地套种了中药材，不
能用化肥。以前为省功夫，他试着买过商品有机肥，每吨六
七百元、2000多元的都用过，发现成本太高。

“有机肥养分含量只相当于化肥的八分之一，从理论上
讲，定价应是同重量化肥的八分之一。有机肥原料、成品体
量大，加工、物流成本远高于普通化肥，价格定低了生产商折
本，定高了农民用不起。”高祥照说。

对种田大户而言，不用有机肥，除了因为成本过高之外，
还因为土地流转合同期限短，而有机肥见效慢。自己花大力
气、大价钱养地，受益的却可能是别人。“有机肥在养护土壤
肥力、防止板结方面效果确实非常好，可是见效很慢。如果
地是自己家的，或者能一种几十年，施有机肥培育地力还是
合适的。”河北省赵县南柏舍镇徐家寨村种田大户李素敏说。

推广有办法

有机肥推广困难重重，不过还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蔬果、花卉等作物，收益较高，可以大力推广有机肥。安

徽省霍邱县宋店乡种田大户刘广龙告诉记者，自己种了 150
个大棚的草莓，全部使用有机肥。年产草莓 120 万斤，口感
不错，深受市场欢迎，效益很好。

对于大田作物而言，提倡自用，就近还田，或许是最实际可
行的推广办法。海拉尔农垦集团特泥河农牧场养了七八千头
牛，年产牛粪2万吨，全部被农牧场肥厂加工成有机肥还田。

推广有机肥，国家各项配套政策也要跟上。其一是有机
肥施用补贴。“施用有机肥，不仅总的价格高，用工也高不
少。国家可以对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给予补助。如果施用有
机肥，成本同化肥比不相上下，即使明年田不归我种了，今年
我也愿意用有机肥。”李素敏说。其二是粮食收购价格分级
需要细化。目前我国粮食收购时，主要检测水分、杂质、容
重，分等级定价。在现行定价体系中，有机肥种出的粮食虽
然品质、口感上佳，但价格上与施用化肥所产的粮食没有差
别，以致农民对施用有机肥缺乏积极性。

“有机肥推广需要讲求经济实用，不必苛求精致，不必
强调造粒，提倡就地就近施用，以尽可能降低成本。不过，
有机物养分主要以胶体形式存在，造粒相当于把土壤烧结
成砖，不仅破坏了养分，而且提高了加工成本，其实没必
要。另外，一些地方将城市污泥、餐桌垃圾加工成有机肥，
这种做法也不科学。我国农业有机肥资源非常充裕，不应
舍近求远。”高祥照说。

有机肥，怎样推广使用？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有机肥富含多种营养元素，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营养，肥效长，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

质和生物活性，还可以防止土壤板结，提升粮食、蔬果品质和口感。然而，有机肥在市场

中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受欢迎，为何农民不爱用有机肥？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广？记者深

入一线进行了调研。

压力多大

虽然粮食连年增产，但保障粮食安全的复杂性丝毫没
有减弱，调控难度不断加大。从国内看，粮食是资源密集型
作物，水土资源的约束在加大。国外市场的冲击也在加
大。从 2011 年开始，我国已成为小麦、大米和玉米等谷物
的净进口国。2013年谷物进口达到 1400多万吨。同年，大
豆进口量为 6338 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 80%。中国农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韩一军教授认为，未来在最低收购价及成
本增加的推动下，国内小麦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国际竞争
力会继续下降。

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据测算，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每年增加粮食需求约 80 亿斤；随着消费结
构升级，每年新增饲料粮需求 60 亿斤左右；随着粮食用途
拓展，每年因粮食深加工增加的需求在 100亿斤以上。

种粮成本上升，比较效益下降。据统计，由于物化成本
与人工成本“双涨”，小麦、水稻、玉米三种粮食每亩净利润

分别仅为 118 元、371 元和 263 元。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认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
续攀升，农业土地租金不断上涨，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物化投
入、设施投入、社会化服务明显增多，同时，大量农村青壮劳
动力进城务工，农忙季节请工难，人工成本快速提高。

在哪种粮

目前，全国 75%以上的粮食产量、80%以上的商品粮、
90%左右的粮食调出量都来自 13 个粮食主产区；400 多个
产粮大县的粮食单产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0%左右；曾经的

“粮仓”已由长三角和珠三角转向了黄淮和东北地区，过去
的“南粮北运”已变成“北粮南运”。传统的产销平衡区和主
销区自给能力持续下降。如何夯实粮食生产的宏观基础？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主产区、产粮大县上。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认为，解决主产区发展粮
食生产积极性问题，核心是利益调节。现有政策主要是

“加、减、建”三个字。“加”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奖补力
度。“减”是减轻主产区财政负担。目前已全面取消主产区
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同时降低基建投资配套比例。“建”
就是要加强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需要创新对产粮大县的政策扶持
体系，着力解决“种粮大县、经济弱县”的问题。专家认为，
今后的政策要着力研究“补”和“联”。“补”是补偿主产区生
产的商品粮，由中央财政、主销区、主产区共同承担；“联”是

要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联动机制，鼓励主销区与主产区建
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关系。

发展主产区，并不意味着放松非主产区。主销区也应
确定粮食面积底线，确保一定自给率，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谁来种粮

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有个论断，种粮要把良田、良种、
良法、良人相结合。审视这句话，“良人”最关键。如何构建
粮食生产的微观基础，在稳定传统种粮队伍的基础上培育
新型种粮队伍，是粮食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粮食
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土地制度、金融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的
一系列改革来解决，而所有的政策最终都会落在创新农业
经营主体的改革上。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农民
专业合作成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目前全国农
民合作社达 82.8 万家，实有成员占全国农户总数的四分之
一。江苏省的调查显示，规模经营的小麦每亩作业成本比
分散经营减少 35元，种子成本减少 47元。

培育社会化服务主体是稳定新型种粮队伍的重点。目
前，全国公益性服务机构已达 15.2 万个，经营性专业服务组
织超过 100 万个。种粮队伍不仅享受到农业技术推广、病
虫害防控等公益性基础服务，还享受开展农机作业、农资供
应等经营服务。

稳住两个主体 托起国人饭碗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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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灵山乡的山楂、孤山子镇的板栗⋯⋯这
些分散在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各乡镇、村组的
农产品,如今已经统一包装、统一配送到北京、
天津的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超市。而将这些
五花八门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是该县成立的
河北省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新合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依托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兴隆积极兴
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县注册登记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达到 500多家。兴隆县新合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滕建强告诉记者，随着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合作社覆盖面积小，产业分布不平衡，一些没有
带动能力的合作社“出工不出力”，有些合作社“出
工又出力”却没有得到政策的扶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社应运而生。
在联合社的发展中，兴隆县委、县政府提出：发
挥好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作用，关键是要
创新服务，要通过完善的社会化服务，转变农业
经营方式。

谈起联合社的服务，六道河镇响水湖村的
李志合赞不绝口：“现在我们家里没有壮劳力也
不怕，打一个电话，联合社随时提供技术服务。”

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以及传
统交易渠道复杂、环节繁多、流通成本过高等问
题，兴隆县着力加快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依托国
家商务部、省商务厅技术支持，新合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建成了全省首家农产品在线交易平
台，网站包括果品资讯、供求信息、促销平台、商
家展示、政策法规等内容。同时，兴隆县还建立
了联合社电子商务信息中心及全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产品产销信息数据库，与中国诚商商
城、河北农交汇网、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网实现
了链接，推动了联合社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河北兴隆：

联合社里新事多
本报记者 于 泳

“以前想学技术无门，现在好了。课堂搬到
家门口了，身边的‘土专家’给俺上课，语言通
俗，比以往单纯的‘我说你听’说教式培训效果
好多了！”前来山东诸城“微讲堂”听课的桃林镇
草屋社区茶叶种植户周衍利高兴地说。

时下，在诸城市悄然兴起的“微讲堂”上，格
外引人注目的是被誉为“科技致富能手”的桃林
镇种茶能手王景昌。王景昌春节过后共开办了
17期“微讲堂”，听课的民众达 410多人次。

诸城市注重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把获
得技术职称的农民、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户等农
村实用人才，按照其专业特长、发展项目等分类
建立起人才信息库。目前，诸城市一共有 760
多个“微讲堂”，今年以来共举办了 3700 多期，
培训农民群众 4.1万多人次。

“微讲堂”的兴起为农民搭建了相互学习、
交流的平台，在诸城农村迅速走俏，使培训对象
在较短时间内掌握 1 至 2 门实用技术。“以前培
训班上听到的那些专业术语，真是一头雾水，赵
师傅把他们变通后，一下子就清楚了。”农机手
高安清听了全国农机示范大户、诸城贾悦镇农
机手赵佃相的培训课后发出了感慨。

“别看仅是个‘微’讲堂，却能发挥大能量。
目前，诸城已培养起涵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
工、农机作业等10余个门类的‘土专家’，成为拉
动农民发家致富的生力军”，诸城市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焕新说。

山东诸城：

乡村走俏“微讲堂”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徐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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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处 内 蒙 古 呼

伦贝尔大草原的海

拉尔农垦区利用所

属牧场的牛粪生产

有机肥，近年来全面

施用有机肥种植油

菜、小麦等作物，取

得了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双丰收。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近日，宁夏彭阳县推广种植的优质品种“红

梅杏”喜获丰收。据了解，彭阳县目前已建成以

杏为主的生态经济林 48 万余亩，年产鲜杏 11.1

万吨。图为彭阳县城阳乡杨坪村农民在将“红

梅杏”整理装筐。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夏粮十一连增是在粮食生产面临诸多压

力的条件下获得的。如何保持住这一大好形

势，不断夯实粮食生产的宏观基础和微观基

础，调动主产区和种粮农民两个主体的积极性

是持续稳产增产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