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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江西省南昌市的稻田里，已

经很少见到“田主人”的身影。许多“田主
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代替他
们在田间忙碌的是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
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在这种状
况下，南昌市积极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从而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速度。

过去的土地流转大家多是
口头协议，现在，除了合同，还对
承租人进行资历审核，政府也设
立了流转风险基金。

“儿孙都外出打工了！”南昌市南昌县
朱坊村老人朱欠眼对记者说。朱欠眼今
年 78岁，家里的几亩地以每亩 300元的价
钱流转给了村里的种粮大户朱明海。

“过去要外出打工，都是求着别人种
自己的地，三四十块钱就流转出去了，而
且都是口头协议。现在土地流转越来越
多，一租就是好几年，租地要签统一的合
同，农民的利益更有保障了。”朱欠眼说。

近几年，南昌市农村土地流转势头很
猛，农村的年轻劳力大部分都出去务工
了，大面积的土地需要流转出去。与此同
时，一些种粮大户想流转更多的田地，却
没有途径找到合适的土地。

为了顺应政策与市场需求，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后，南昌市提出建立农村土地
流转交易市场，并将南昌县和安义县作为
示范点，随后又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全
面铺开。

记者在南昌县武阳镇土地流转服务
站看到，巨大的 LED 显示屏幕滚动着供
求市场的详细信息。服务大厅里，粉红色
纸张的流转交易申请书、委托流转合同、
流转交易登记表等格式统一、摆列整齐，
每一份合同都有自己的编号，清清楚楚地
标明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年限、种植作物、
流转价格等信息。

“以前村民把地给了亲戚好友，口头
说一声就算是流转了，结果出现了许多纷
争。现在村组采集信息、乡镇组织交易、
县里负责颁证，流转的程序规范了。”安义

县农业局总农艺师张可钱介绍。
“为了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服务中

心会对经营主体的资质、能力、产业规划
进行审核，只有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才能
流转到土地。”南昌县农业局副局长陈晓
平说。此外，地方政府还设立了农村土地
流转风险保障金，专项用于补偿因经营主
体无法履行合同给流出农户所造成的流
转费损失。

对于土地流转中出现的土地不连片、
中间“插花田”的难题，则有专门的土地流
转专业合作社出面解决。安义县在全县
105 个村都成立了此类合作社，成员有村
干部、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有种植能
手等。在保证村民自愿流转的前提下，他
们一方面动员亲戚朋友尽可能说服流转，
另一方面给“插花田”主人算经济账。许
多人后来都改变了想法，把地流转出去
了。对实在不愿意流转的农户，合作社则
通过调地的方式，既满足了规模成片，也
尊重了农户。

规范有序的机制加速推进了南昌市
的土地流转。截至目前，南昌市农村土地
流转总面积超过 80 万亩，占全市家庭承
包耕地总面积的 30%以上。

土地流转带来了规模效益，
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但是大户
流转土地后，面临着基础设施不
完善、资金压力大等难题。

安义县鼎湖镇有个全国种粮大户凌
继河，今年他一共租了 1.8 万亩地，成片的
流转让他可以规模化经营，各种先进的农
业机械派上了大用场。

走进凌继河的种植基地，金灿灿的稻
谷长势良好。凌继河告诉记者：“这是再
生稻，是第一季早稻割完后又长出来的一
茬新稻，亩产能达到 573 斤。由于品质
好，稻谷卖 2.5 元一斤，加工成大米后卖
10元一斤。”

由于调整了种植结构，并进行精细化
管理，种植大户的效益要比一般的农户
高。凌继河的流转地最近刚收获晚稻，在

今年稻瘟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的晚稻
亩产达到 1000 斤，而有些农民因为病虫
害影响晚稻亩产不到 500斤。

通过土地流转，种粮大户提高了效
益，获得了丰收，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一
些烦恼。南昌县朱坊村村民朱明海借助
流转服务中心在本村流转了 500 亩地，但
却很难规模化种植。“村里有些地方没有
机耕路，机械化操作不方便。水网渠道因
为没有硬化而容易渗漏，远一点的田就浇
不到水。”朱明海说。

在朱明海的流转地里，田垄界线依然
分明，大田还是大田，小田还是小田。“村
民担心土地平整后容易起纠纷，只有看到
自己的地块，他们才安心。”因此，朱明海
不得不原封不动地承包种植，这给机械进
出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收获的时候，甚
至需要毁谷进田，经营成本增加不少。

此外，资金问题也是困扰种粮大户的
难题之一。种粮大户反映，每年的 5 月份
都是最急需资金的时候，农资农机配备需
要大量的资金。

为了解决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发展的
困境，安义县整合农业项目资金 1000 余
万元，为新型经营主体改善农田基础建
设，并推出了“两权”（承包经营权、流转使
用权）抵押贷款业务，有效缓解了经营主
体融资难的问题。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种
粮大户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无地可
租。截至目前，南昌市注册登记的家庭农
场达 7094 家，南昌市各类农业专业大户
8000 余家。南昌市不少农村土地已经整
村出租，许多新型经营主体不得不走出本
村，到外村、外县甚至外省租地。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普通
农户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选
择，流转土地要因地制宜，因人
而异。

刘高美是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村民，
过去他从外出务工的亲戚那里流转了 40
多亩地耕种，但是效益并不高，种地加上

副业一年收入只有 2 万元。后来他外出
做生意，结果因为没有经验而亏了本。

2010 年，他回到了西路村，被种粮大
户凌继河动员去种地。“我负责管理，没想
到第一年就超产，收入 13 万元。”刘高美
说。今年他估计年收入能达到 30万元。

“随着地租上涨，有些中小规模的新
型经营主体压力增加，转而投向更大的大
户怀抱。”凌继河说。在他的企业，负责管
理种植的是 6 个合作社加 4 对夫妻组成的
14 个大队。合作社里每对夫妻每个月
5000 元收入，此外还能享有每亩地增收
利润的 55%。

也有一些中小规模的承包户经营有
方，不但不放弃现有的流转地，还准备继
续扩大规模。南昌县朱坊村的种粮大户
朱上京承租了 280 多亩地，现在他正奔走
外村租地，计划明年再扩租几十亩。

与中小承包户的分化类似，在流转规
模日益扩大、新型主体不断成长的背景
下，普通农户同样面临着租与不租的选
择，同时也面临着租与不租效益的差别。

安义县鼎湖镇前溪村刘家村小组村
民刘光玉已年近花甲，但一直在种家里的
3 亩多地。“大户一早就找过我，想要租我
的地，但是我没同意。因为这 3 亩多田我
自己种并不费力，也不图多大效益，就为
有点事情做。”刘光玉说。对他而言，种地
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刘家村小组，还有十多户像刘光玉
一样还在种田的老人，对这些农户来说，
自己年龄较大，外出打工已经不便，在家
里种几亩地也不累，因为从种到收有各种
专业服务组织来帮忙，而且自己种的收入
比租出去还是要高一些。不过，他们面临
的共同问题就是，再过 5 年、10 年，自己干
不 动 了 ，也 许 家 里 的 地 就 不 得 不 租 出
去了。

南昌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淑英说，在土
地流转的过程中，普通农户各有各的情
况，各有各的选择，流转土地要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必须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
则 ，要 充 分 尊 重 农 民 的 意 愿 开 展 土 地
流转。

秋收一过，许多农户就要忙着新一轮

土地规划了。对越来越多的农户而言，这

样的规划已不是过去习惯的那样琢磨地

里来年种什么、种多少的问题，而是要不

要把地租出去，或者要不要再多租点地，

或者要不要趁冬天把哪条沟、哪条路整整

的问题。

这样的规划，发生在乡村田野，发生

在农户家中，反映的是正在中国农村发生

的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已经成为“谁来种地”、“怎样

种地”等必须解决的新课题。于是，我们

看到，这些年尤其是近两年来，农地流转

的规模和速度明显提升。据有关部门调

查，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已

接近承包地总额的三分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都热情洋

溢、满怀激动地引导、鼓励、推动农地流

转，我们除了强调要遵循依法、自愿、有偿

的原则，还需要突出一个话题：农地流转

需要细心、需要耐心。

为什么需要细心？这个要求主要是

对县乡政府部门和村委会组织提出的。

对租地大户或者农业企业，现实中他们

租地常常不需要直接与农户打交道，大

多通过村级组织或者乡镇、县级部门出

面与农户沟通，在建立了土地流转交易

平台的地区，有的租地就通过交易平台

完成。但无论通过谁，最终都必须要涉

及农户。对村级组织和政府部门，这时候

他们的身份是多重的，既代表租地人与

农户谈判，也代表农户与租地人谈判，

同时还有监督引导责任。所以，没有相

当的细心，很难做好这种地块分割、要

求各异的租地工作。

对租地人，一方面村级组织和乡镇部

门需要了解对方租地的要求，并尽可能满

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了解甚至

考察对方的真实意愿与实际能力。比如

有的租地并不务农，也不搞农地农用，有

的没有多大资金实力，需要靠租地贷款，

没有贷款不仅付不了租金，也无钱买种子

化肥。对这些情况，就需要作更多更细致

的了解，不能招租心切，毁了农地，误了农

时，也伤了农户。

对农户，土地流转更是个细活。农村

的情况千差万别、农户的情况各不相同，

是否把地租出去、什么时候把地租出去，

各人有各人的要求与打算。愿意流转土

地的农户各有各的情况，不愿意流转土地

的农户更是各有原因，有的年纪大了只能

在家种地，有的需要靠种地解决口粮和柴

米油盐，有的种着效益较好的作物收入较

高，还有的就喜欢种点地，种地已经成为

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等。

面对这些情况，若非细心地、有针对

性地想办法做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这方面许多地方都有成熟的做法，不过也

有地方做不了这份细活，在村里多数农户

同意流转土地、少数农户不愿意的情况

下，采取一刀切，搞“少数服从多数”，强行

流转土地，结果留下了后遗症。

有了细心，还需要耐心。耐心的要

求，对村级组织和乡镇部门来说，有时候

更考验人。细心，主要是工作方法的问

题，只要工作到位，处于熟人社会的农户

大多愿意“随大流”，给“中间人”这个面

子。而耐心，更多是考验村级组织和乡镇

部门的工作出发点，是为了完成流转任

务，尽快把地租出去，还是从当地农村实

际出发，既解决农地无人耕种难题，又解

决大户效益问题？

现实中，虽然明确给乡镇和村组下达

土地流转任务、流转指标的较少，但许多

地方把土地流转当做一项主要工作来抓，

有的还制定了相应目标进度，这就难免产

生急切冒进或者相互攀比的问题。加上

一些地方对土地流转做得好的有工作奖

励，甚至有的流转大户给中间协调组织也

有奖补，这就更容易造成急于求成的问

题。本来可以让农户想通想好再流转，或

者还可以探索更多更能让人接受的规模

化经营方式，比如代耕代管、专业合作等

统一经营方式，但因为缺乏耐心、等不及，

就把农地流转简单化了。

所以，农地流转上的细心与耐心，不

仅关系到农地流转是否平稳推进，也关系

到农地流转的质量与效益，当前需要我们

既积极引导鼓励，又要尊重法律、尊重规

律、尊重农民。

土地流转带来的新变化
——江西省南昌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调查

本报记者 杜 芳 瞿长福

11 月初，江西南昌，田

野 上 弥 散 着 丰 收 的 喜 悦 。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流转和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的发展，南昌市农业面貌

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的农

民成为农业生产新主体，小

块 土 地 耕 作 变 成 了 规 模

农业。

在这样的变化中，地方

政府该如何发挥监督引导

作用，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面临的机遇和困难有哪些，

普通农户的发展空间又在

哪里？记者在南昌市做了

调查。

农地流转要细心也要耐心
瞿长福

本版编辑 刘 佳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
交道镇樊家川三组的韦新
红筹建大棚种植西红柿，
投资需要 10 万元。融资
困难是韦新红最发愁的
事。“幸好信用社给我办理
了‘一卡通’担保贷款。今
年西红柿上市，第一茬就
卖了 5 万多元，估计今年
收益能达到 15 万元。‘一
卡通’担保贷款给我解决
了大问题。”卖完西红柿的
当天，韦新红就赶到信用
社偿还了贷款资金。

农民群众融资难，是
长期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
瓶颈。如何突破这个瓶
颈 ？ 渭 南 市 财 政 局 在
2013 年全面开展财政惠
民补贴资金“一卡通”支付
方式改革的基础上，创新
实施了“一卡通”担保贷款
工作，放大了补贴资金效
应，为农民群众开辟了一
条新的融资渠道，成为了
破解农民群众融资难题的

“金钥匙”。
专家表示，“一卡通”

担保贷款业务，有效发挥
了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导
作用，利用信用联社和邮
政储蓄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源优势，重点支持
普通农户开展种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和商贸流
通等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和其
他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普通农户发展生产方面的空
缺，满足了农村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信贷融资需
求。临渭区下吉镇见庄村，先后有 140 户群众利用

“一卡通”担保贷款融资 300 多万元，用于发展葡萄
产业。目前，全村葡萄总面积已发展到 1780 亩，占
耕地面积的 96.7%，亩均纯收入 1万元。

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开展贷款融资，发展生
产经营，最大的制约是“担保难”问题。渭南市“一卡
通”担保贷款业务，不受金融机构信贷计划和规模限
制，对群众进行“一卡通”担保贷款予以优先保障，无
需提供繁琐的证明材料，无需办理财产抵押质押或
实行第三方担保，改变了过去审批程序多、贻误农忙
时机的现象。还款期限原则上控制在 1 至 2 年内，
还款方式由信用联社、邮政储蓄银行等代发金融机
构根据群众实际情况确定，分期还款或实行利随本
清两种方式均可。

渭南市“一卡通”担保贷款打破了农村金融成本
高、风险高、收益低的传统，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经济
弱质性与信贷资金趋利性的矛盾。截至目前，渭南
市已在全市 12 个县市区全面推行了“一卡通”担保
贷款业务，累计发放贷款 7.9 亿元，惠及全市 3 万多
户农民群众。

陕西渭南市﹃
一卡通

﹄
融资一路畅通

本报记者

张

雪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日前，黑龙江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在黑龙江省肇东市举办。
来自黑龙江省农科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
学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和黑龙江甜草岗一品食品有限
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研讨会通过
了成立黑龙江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联盟的倡议，并
在甜草岗公司设立由科研单位和企业共同参与的联
合实验室。

甜草岗公司董事长张德臣表示，联合实验室将
创新管理模式和创新运行机制，面向全省农业企业
和产业进行开放式服务，吸纳更多的企业和科研机
构参与合作。据介绍，联合实验室将依托规模化企
业面向产业需求，集中黑龙江高校院所优秀科技资
源，对企业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开展联合
攻关，包括种植业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关键技术的研
发；生猪养殖业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关键技术的应用
示范；空天地监测、监控、溯源数据链的平台研发；种
植业养殖业大数据专业软件的开发和后台关键技术
的研发。

今年以来，重庆涪陵区已累计建设高山生态扶

贫搬迁示范村 50 个，1714 户农户共 5998 人从深山峡

谷、高山地区的原住地搬迁进了新居。图为涪陵区

焦石镇白鹿村一处高山移民安置点的移民户在新居

旁自家的田地上劳作。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江西省南昌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超过 80 万亩，许多田地都实现了规模化

机械化种植。图为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农民新购置的农机设备整装待发，准备

作业。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种粮大户

凌继河，在自己的种植基地观察再

生稻的长势。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黑龙江省现代农业

产业联合实验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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