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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正在更加明显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个

“变”字，既生动地反映出现代农业自身的发展，也深刻地

反映出现代农业更加紧密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这一点，生活在农村的人感受更加直接。尽管许多

人可能还不知道现代农业的概念，但已经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乡村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就发生在农民身边、发

生在乡野田头，实质就是现代农业正在快速而显著地改

变着农业和农村的面貌，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

事实上，这些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

一年更胜一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

深化改革、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有稳定的经济社会基

础。农稳天下安，正是因为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现代农

业发展，取得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

收这样的成绩，使得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后顾之忧。

更具体地看，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

子、奶瓶子越来越丰富多样，同时吃得越来越放心；在农

村，农民种地逐渐轻松，而效益逐渐提升，土地还是过去

那些土地，产出却更高更好。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

现代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牛耕马犁、

扬鞭和号的景象正在被机械化、信息化、集约化取代，劳

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大大提高。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现代农业要抓住的几个核心环

节：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每一年都在走上新台

阶、发生新变化、出现新气象，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农业

的面貌，也影响和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影响和推动了经济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从我国的国情农情来看，从现代农业发展与经

济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看，要让所有居民无论生活在城市

还是乡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农业的优质高效与便

利美好，担子还很重、道路还很长。

所以，发展现代农业，既是“三农”已有成就的重要体

现，也是“三农”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城市居民，现代农

业意味着更美好、更丰富、更安全、更环保的衣食产品；对

农村居民，现代农业意味着更轻松、更高效、更愉快的生产

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现代农业意味着从主要追求产量

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可持续的现代集约发展转变。

正是基于此，党中央反复强调“三农”问题始终是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现代农业是夯实农业基础、

推动“三农”工作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都息息相关，更需要全社会持之以恒地关注关心。

愿现代农业更进一步走进我们的生活。

文/本报记者 瞿长福

农业生产向智能化发展，而农业经营
也在向网络化发展。近两年，涌现出了一
批如北京任我在线、上海菜管家等为市民
提供日常生鲜农产品的电商企业。任我在
线在国内首先突破了网络销售平价蔬菜
水果、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的配送瓶
颈。公司董事长徐一告诉记者，在北京开
设了 100 个实体超市，通过自主研发的物
联网支撑系统和新型货源组织方式，形成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型运营模式。

目前全国农产品电商平台已逾 3000

家，农产品网上交易量迅猛增长，涌现出
一批“淘宝县”和“淘宝村”。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势头。这些新型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从事
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
规模经营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较高，能够优
化集成利用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代表了现
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培育一批懂生产、会管理、善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新型经营体系的重要
任务。农业部去年培养认定了 10 多万名
新型职业农民。今年，中央财政投入 11
亿元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选择全
国 562 个县进行重点示范，对符合条件者
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予以政策扶持。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加上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是建设现代
农业的理想格局。依靠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支持，能弥补生产经营主体耕地规
模的相对不足，节本增效明显。

凌继河，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农民，原
来在外做铝合金生意。5 年前，他返乡种田，成了远近闻
名的种粮大户。

“安义很多人外出打工，担心家里的地没人管，都着
急找人托管土地。”凌继河说，他首先流转亲戚家里的土
地，越做越大，效益也越来越明显。“为何不把村里的土地
都流转过来？”

今年，凌继河一共租了 1.8 万亩地，不但在本村流
转，还到外村“包地”。有的地方整村的地都被他一人承包
下来。他成立了公司，将种植结构调整为早稻加再生稻加
油菜的模式，并进行精细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农业种植的
产量和效益。

“光流转来土地还不行，如果不能科学种植，就会租
得越多赔得越大。”凌继河说。因此大规模流转土地后，他
在生产种植上重视应用测土配方、施用叶面肥等各项新
技术。凌继河同江西农业大学、江苏农业研究院等研究院
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引进高校先进的农业科技。

在凌继河的企业，负责管理种植的是 6个合作社加 4
对夫妻组成的 10 多个大队，他们个个都是种植管理方面
的能手。凌继河为他们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合作社负责人每个月 5000 元收入，
此外还能享有每亩地增收利润的 55%；4 对夫妻每月工
资也是 5000元，还享受任务产量之外的奖金。

文/本报记者 杜 芳

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办

法，强化金融服务。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

——摘自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

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实

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摘自《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土地经营权流转不

得违背承包农户意愿、不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和农业生态环境。

——摘自《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现 代 农 业 多 亮 色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返乡农民圆了创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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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村种粮大户

“ 以 前 ， 我 固 定 在 7 月 15 日 施 穗
肥，但每年气候不一样，有时就会遇到
贪青早熟的情况。现在根据叶龄管理，
水 稻 长 到 9 个 半 叶 时 施 肥 ， 效 果 特 别
好。”黑龙江农垦七星农场的水稻科技
示范户张景会种着 650 亩水稻。今年，
七星农场重点推广应用了集中智能化浸
种催芽、钵形毯式育苗机插、叶龄管理
等新技术，113 万亩水田创造了水稻 17
亿斤产量的纪录。

今年我国粮食产量达 12142 亿斤，
连续两年跨上 1.2 万亿斤的台阶。“连年

增产，高产创建和增产模式攻关功不可
没。据专家测产，全国 1.1 万个粮食万
亩示范片平均亩产 1260 斤，比全国平
均亩产高 75%。”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
曾衍德说。

“牛魔王”、“羊贵妃”是人们一度对
牛羊肉价格高涨、供给偏紧的描述。今年
以来，全国牛羊肉生产加快发展，肉羊存
栏稳步增加。农业部监测表明，前三季度
牛肉产量同比增加 0.5%，羊肉产量同比
增加 2.8%；能繁母牛存栏 8 月份开始恢
复增长，连续 3 个月累计增幅达 1.9%。

“国家在 15 个省份启动实施肉牛基
础母牛扩群增量项目，对规模养殖场户
基础母牛扩群给予补贴，各地饲养母牛
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农业部畜牧业司副
司长王宗礼分析说，今年以来，牛羊肉价
格同比涨幅明显收窄。同时，规模养殖比
重快速上升，肉牛、肉羊规模化养殖比重
分别达到 27.3%和 31.1%。随着散户加快
退出，经营主体面对产业波动更加理性，
产业形态更加成熟，大型龙头企业不断
涌现，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利益联结更加
紧密。

现代农业不仅要求高产稳产，还追求
生产的智能化、工具的科技化和产品的质
量安全。现代农业又是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农业，其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还兼具
生活、生态功能。

“以前种菜凭经验，容易出现误判，现
在靠仪器，管理更科学了。”在天津静海生
宝农民合作社里，几十个蔬菜大棚的情况

“浓缩”在电脑屏幕上，一张张动态曲线图

记录着 24 小时的空气、土壤温湿度等信
息。这是国家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示
范点，合作社理事长顾靖对这套物联网设
备很满意。

农机是农业科技的物化载体。“三夏”
时的黄淮海地区麦农们纷纷感叹，原本人
工收获半个月如今机收只要几个小时。耕
种收一条龙作业模式，有力保障了农业的
生产进度及质量。全国麦收基本结束时间

较去年同期提前 4 至 5 天，为秋粮生产争
抢了农时。今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达到 237.5亿元，同比增加 20亿元。

现代农业并不止于生产。休闲农业把
“乡村”与“现代”联系起来，把农业的生
态、生活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全国
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超过 180 万家，其中农
家乐超过 150 万家，规模以上经营主体超
过 4万家。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年，粮食继续稳定增产，农牧渔全面发展。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形成了

优质、安全、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传统农业正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科技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农

业物质装备水平稳步提高，新型经营体系取得长足进步。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年，粮食继续稳定增产，农牧渔全面发展。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形成了

优质、安全、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传统农业正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科技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农

业物质装备水平稳步提高，新型经营体系取得长足进步。

仓满库盈 “菜篮子”供给充足

“接二连三” 农业综合效益凸显

“触电上线” 新型经营方式普及

今年我国粮食产量达 12142 亿斤，实

现“十一连增”。连年增产，高产创建和增产

模式攻关功不可没

现代农业并不止于生产。休闲农业把

“乡村”与“现代”联系起来，把农业的生

态、生活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

体大量涌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11 月 10 日，一位老人和小孩在辣椒节上玩耍。当日，云南省丘北县在椒莲广场举行歌舞汇演、摘辣椒比赛等活动，喜庆辣椒丰收。辣椒种植是丘北县的特色支柱产业，2014

年丘北全县种植辣椒面积 46.1万亩，产值达 6.5亿元，辣椒产品畅销海内外。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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