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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前夕，记者到东北农村采访，一

位玉米种植户正盘算怎么调结构，是继续

种玉米还是改种点别的？谈到这些年从

种大豆、杂粮，到改种玉米的经历，他用玩

笑的口吻说了句：结构调整要是能一调到

位就好了。

结构调整能一调到位吗？这是个有

趣而现实的问题。

说它有趣，是因为说这话的农民自己

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没有把一调

到位当真。在他的经历中，多年来一直在

调整种植结构。早年，当地的粮食作物主

要是小麦，后来寒地水稻推广了，又改种

水稻。他毕业回家，主要种大豆、杂粮等，

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是他熟悉的场景。

但差不多 10 年左右的时间，他和周边农

户几乎都种玉米了，因为玉米有政策性托

底收购，比种大豆效益有保障。“不过今年

临储收购变了，看来得调调玉米。”

除了这位东北农民，其实各地的农户

几乎都经历过结构调整。跨度大的改棉

花为水稻、改小麦为蔬菜、改油菜为大棚，

跨度小的增加点大豆、减少点玉米，或者

更换更换品种，改种一季为双季，有的三

五年一调，有的甚至一年一调。对农户来

说，种植结构调整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

程，既是顺其自然，也有迫不得已，但调整

总是不可避免的。

结构调整又是个现实问题。以这位

东北农户为例，今年国家要调整玉米收储

制度，改为市场化收购和补贴玉米生产者

的新机制。过去他只要种玉米就不担心

收购价格，好歹都有政策价“托底”。但从

今年以后玉米收购价格随行就市，价格高

还是低这位农民心里没底。但他改种大

豆或其他杂粮也有困难，大豆产量低不

说，价格这几年就没上来过，其他杂粮从

这些年的状况看，更加没底。

这位东北农户的担心，可以看做是所

有农户结构调整时面对的现实难题。从

南到北，从种植户到养殖户，种什么、养什

么，是一道永远的选择题。选对了，面对

的是同样的笑脸、同样的欢乐；选错了，则

将面对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说，结构调整对农民既是熟悉

的，也是自然的，因为多年来大家就是这

么过来的，结构调整永远在路上。令人纠

结犹豫的问题是，怎样进行结构调整？过

去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太多了。因此，在

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的社会，如何引导农民调整种植养

殖结构，就成为对农业农民发展至关重要

的事情。

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的主要手段，无外

乎是发挥市场导向与政策导向“两只手”

的作用。从前些年我们引导农产品种植

的实际情况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政策导向中，市场出现了什么问题再

去研究什么问题，哪个品种出现了问题就

研究哪个品种。比如“蒜你狠”“姜你军”

“豆你玩”等，哪个环节矛盾多了，就临时

性出台措施快速解决问题。但在这一思

维下形成的政策体系缺乏整体性和前瞻

性，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总是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

的圈子中循环反复。

另一个现象是在农产品调控体系中

畸轻畸重的问题，一方面对果蔬奶等农产

品缺乏调控的政策手段，仅靠市场这只

手，常常出现某些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过

高，面临快涨高涨时又匆忙进行调控，使

农产品总是在“涨了跌了”中交织；另一方

面对一些主要农产品，政策调控的滞后性

又比较明显。比如这几年我国玉米等农

产品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偏离，库存过

高，原因之一在于调控措施相对滞后，淡

化了市场这只手的调节作用。

因此，解决好农业结构调整的矛

盾，从政策上要明确目标，就是确保粮

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民利益。在经济

新常态下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调

动好、保护好和发挥好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依靠市场自我调节和政府调控“两只

手”，在手段上由事后调控向顶层设计、事

前预案迈进，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

预。可喜的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消息，今年将调整实施了 9 年的玉米收储

制度，在政策支持与市场导向共同发挥作

用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只要让“两只手”发挥好作用，农民就

会不断增强对结构调整的信心与自觉。

回过头来看那位东北农户的期望，其实他

知道结构调整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

能一调到位、一劳永逸。他真正关心的

是，种什么才能收益最大、风险最小。

结构调整能否一调到位？
瞿长福

过去一些地方发展农业，只管埋头
生产，生产了什么就卖什么，至于农产品
在市场上是否有人要、能否卖个好价钱，
往往不考虑。常常听说某个地方西瓜、土
豆严重滞销让农民损失惨重，根本原因
就是忽视了消费者需求和供需关系的变
化，选择种养品类的时候，往往凭感觉、
随大流。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农业生产
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生产导向转
向市场导向，从埋头苦干，开始更多的抬
眼看市场，看消费者，努力念好市场经、
走好创新路，取得了良好效益。

赵县雪花梨：重品质销路好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春忙时节，在河北赵县的大片梨园
中，农户们正在忙碌着。只见一台台拖拉
机将农家肥运到梨园中，在梨树下边开
沟松土，将肥料埋起来。

“土地是讲感情的，你要糊弄它一
回，它就损伤你一季，来不得半点含糊。”
正在地里施肥的赵县谢庄乡南中马村村
民张顺波告诉记者，他家里有 7 亩地的
梨园，按照专家要求每亩梨园要上 4 车
农家肥，并要搞好疏花疏果，将产量控制
在每亩 4000 斤左右，这样产出的雪花
梨品质才有保证。

在攀谈中，张顺波告诉记者，对于保
持赵县雪花梨的品质，他们县梨农都有
深刻的经验和教训。2011年，赵县雪花梨
市场行情好，农户们看到了不错的“钱
景”。2012 年，很多农民就想办法增加梨
树的单棵产量，张顺波也通过大肥大水
等方法尽量增产。一季下来，梨园亩产接
近万斤，比过去增加了一倍。没想到，前
来收购的客商都摇头，不愿意出手收购。
后来一打听，才得知这种高产梨少了雪
花梨的味道，在市场上顾客不认账。40斤
一箱的雪花梨最后只卖到20元。

“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大如拳，
甜如蜜，脆如菱。”这是有关文献对赵县
雪花梨的记载。因为独特的品质，赵县雪
花梨很早就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旺
销全国，并出口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盲目生产使
得梨农们遭受了惨重损失，赵县雪花梨
名声也受到极大的损害。

痛定思痛，赵县有关部门因势利导，
将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请到梨园为农民
进行授课。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一场堪称
雪花梨种植革命的行动在赵县全面展
开。全县 25 万亩梨园中，有 17 万亩实现
了标准化种植，达到了绿色无公害的标
准。赵县雪花梨在市场上再次热销，出口
量也由过去的 5万吨增加到 8万吨。

借鉴赵县的经验，石家庄市开展了
一场全面提高林果品质的行动，对全市
80%以上的果树实施了高头嫁接等形式
的改良。

藁城小麦：求创新产量高

“色泽油亮而洁白，口感细腻而劲
道。耐火不糟，回锅不烂，既可以做主
食，又可以做副食佐餐。”这是人们对
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藁城宫面的评
价。藁城宫面采用传统工艺制作，很受

人们喜爱。
如今，这种人们喜爱的食品受到了

一些挑战。藁城宫面的一大特点是劲道。
由于我国一直缺乏强筋小麦，解决面粉
劲道的办法是，在面粉中加食盐。宫面越
劲道，所加的食盐也就越多。然而，现代
医学要求，人们的食盐摄入量要适量。特
别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
人群，要求饮食一定要低盐低钠。

作为粮食生产大县，藁城过去常年
种植小麦在 50 万亩以上，由于一直追求
高产，以前几乎没有农田种植强筋小麦。
对藁城来说，发展强筋小麦，生产强筋面
粉就成为很迫切的事情。于是，藁城在河
北农大、石家庄农科院等科研单位的帮
助下，从国外引进了强筋小麦。引进的强
筋小麦虽然品质好、抗逆性强，但单产
低。为了克服这一不足，藁城对强筋小麦
的品种进行改良，使得亩产得到大幅提
升，例如，藁优 9618 的亩产能达到 550
公斤左右，藁优 2018 的亩产能达到 600
公斤左右。

藁城适时调整小麦种植品种说明，
要满足变化的市场需求，就需要对传统
农业生产模式等进行不断创新。

果蔬产业：拓市场办法多

前不久，在石家庄市栾城区窦妪镇
北赵台村的草莓大棚里，种植户杨子强
告诉记者：“大棚可以更好控制温度和
湿度，草莓成熟期能提前一个多月。”他
说，游客采摘草莓的价格是每公斤 80
元，而市场上草莓的零售价格是每公斤
20 元左右。因此，他们努力营造良好的
采摘环境，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消费。

“如今京津冀都市圈的中高端需求
迅速增长，农业要紧跟市场需求进行深
度开发。可以说，谁能满足不断升级的消
费需求，谁就能成为市场的掌控者。”石
家庄市市长邢国辉说。

近年来，秋葵受到人们的喜爱，批发
价曾达到一公斤 4 元多。眼看着种植秋
葵能挣大钱，很多农民一拥而上，2014
年河北的秋葵种植面积达到近万亩。由
于很多农民不了解市场，对秋葵的质量
标准、运输要求等不明白，导致很多秋葵
烂在地里，没有卖出去。

大秦公司负责人孙学文告诉记者，
秋葵浑身是宝，可以加工成饮料、蔬菜脆
片等，效益比单纯卖秋葵高好几倍。大秦
公司的秋葵产品得到市场认可的主要原
因在于，在深加工上取得了突破。

现在人们对蔬菜品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倒逼着菜农不断改进种植方法。石家
庄市裕华区西京北合作社负责人郭会永
说，以前施肥、打药全凭经验，使用了物
联网监控技术后，大棚病虫害发生频次
迅速下降，各类药品的投入也减少了二
分之一左右。目前，石家庄市 100多个农
业物联网应用基地都实现了水肥一体
化，实现了防虫网、黏虫板全覆盖，有效
降低了化学制品使用。

“十二五”期间，石家庄的蔬菜产业
得到快速发展，蔬菜总产量比“十一五”
时期增加 473 万吨，建成市级以上蔬菜
标准园 35 个，总规模超过 1 万亩，发展
设施蔬菜 127.2 万亩，占蔬菜种植面积
的 53%。

河北省石家庄市农业生产正经历着一场由生产导向到市场导向的转变——

农田种什么 市场说了算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 征 岳金宏

2015 年，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成为全国入选的三个省会城
市之一。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以现代
产业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新型农民为主
体，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为支撑，
采用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可持续发展的
现代农业示范区域，具有产业布局合理、
组织方式先进、资源利用高效、供给保障
安全、综合效益显著的特征。

近年来，石家庄市始终高度重视现
代农业建设，先后出台了《石家庄市现代
都市农业发展规划》《石家庄市粮食核心
保护区发展规划》《石家庄市关于加快全
市乳粉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
件，农业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去年，石家庄农业生产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的势头。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
丰”，小麦亩产 460 公斤，总产 227 万吨,
亩产超历史最高水平，连续三年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蔬菜产业实现提
挡增效，设施蔬菜播种面积 130 万亩左
右，单产居河北全省第一；农村改革和产
业化经营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420.9 万亩，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 195.3 万亩，占
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30.2%。

今年，石家庄将全面调整优化种植
结构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着力点，提出
在落实粮食核心保护区的基础上，中部
区域“稳粮扩菜”，发展都市休闲农业；东
部区域确保菜粮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开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西部区域“压粮扩
经扩牧草”，发展生态农业。抓好 50 个
小麦、48 个玉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建
设。全面推广节水、节肥、节药技术，推
进粮食绿色生产。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
240 万亩以上，其中设施蔬菜面积占到
蔬菜总面积的 55%以上。

石家庄全力打造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一些地方供销社发展缓
慢，被人称为“明日黄花”。前
些日子听说，宁夏西海固的彭
阳供销社搞得风生水起，不仅
引领农民实现致富，供销社自
身的年营业额也突破 3000 万
元。记者决定一探究竟。

彭阳县新集乡供销社坐落
在一个 2000 多平方米的院落
里，院子里超市、会议室、培训
室、库房等一字排开，几十个农
民进进出出。“现在时辰还早，
一会儿来这儿的乡亲们会更
多。”村民张鹏告诉记者。

彭阳县供销社现代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志儒告诉
记者：“我们县供销社与其他地
方一样，改革开放后职能逐渐
弱化，2003 年正式退出事业编
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关
门回家种地’的困境。”邓志儒
继续说，回想起来，他们能干到
如今的样子，主要是把握住了
几个机遇，干了几件漂亮的事。

服务“三农”敢于较真。近
年来，彭阳县供销社抓住国家
大力推动“三农”发展的机遇，
在全县 12 个乡镇铺设了 87 个
网点，为全县广大农民供应化
肥、农药等物资。在与其他农
资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彭阳县
供销社保证农资货真价实，一
心一意为农民服务,很快就赢
得一片天地。

2008 年以来,彭阳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
发展辣椒产业。该县供销社意识到，农民发展新产业迫切
需要开拓新市场。“我们及时建立起辣椒协会，建立起
150 人的经纪人团队。很快，彭阳辣椒在国内打开了市
场。”邓志儒说，“我们将县里奖励给供销社的 40 万元资
金，全部投入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在 12 个乡镇建
立了 4个大型连锁超市、80个小卖部。”

金融服务善于抢先。2014 年，彭阳县供销社组织 5
个农业专业合作社集资 50 万元，建立起西海固首个金融
互助机构，为农民提供种、养、销等方面的贷款。

“互联网+”做到超前。去年 3 月，彭阳县供销社与北
京“1 亩田”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注册成立了彭阳瑞通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秋天的时候，彭阳的辣椒通过互联网从
甘肃周边卖到了武汉、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去年我加入

‘1 亩田’的网络信息群，把辣椒销售信息发布到网上。两
天后，广州客商就打来电话，价格比我们这里高一倍。”张
鹏说。

谈及未来，彭阳供销社主任黄彦忠说：“农村是广阔
天地，农民需要我们做的事有很多。今年我们要建立 3
个金融互助机构，建设 3 个农产品批发市场，3 个果蔬冷
库⋯⋯”

供销社，在一些人的眼里已经有些陌生，然而在六盘
山脚下的彭阳县，这个“明日黄花”已变得很亮丽。彭阳县
供销社一路走来，把住了农村发展的脉搏，尽心尽力为农
民服务，获得快速发展。

﹃
明日黄花

﹄
今日何以亮丽

—
—宁夏彭阳县供销社抢抓机遇实现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许

凌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自 2011 年国家实施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来，青海已累计下达草原生态
补奖资金 97.35 亿元。凭借这一惠民政策，青海已经初
步建立起草原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并实现草原产草量和
牧民群众收入的“双增”。

“全省 75 万多牧民因补奖政策而受益，人均年增加
收入 2562 元，其中三江源地区牧民人均年收入增幅达
14.9%。”青海省农牧厅厅长张黄元说，监测结果显示，
2015 年，青海全省天然草原平均鲜草产量比草原生态保
护补奖机制实施前 3年的平均产量提高了 2.5%。

2011 年 9 月，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青海省全面启动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开始对 2.45 亿亩中度以上
退化天然草原实施禁牧，对 2.29 亿亩可利用草原实施草
畜平衡动态管理。

据介绍，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以来，青海
探索总结出了补助资金与禁牧减畜挂钩、奖励资金与草
畜平衡挂钩、管理员职责履行与绩效工资挂钩、生态保护
效果与州县政府年度目标考核挂钩的“四个挂钩”管理模
式，并制订了《青海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青海省草原湿地生态管护员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制度，使得草原监管体系日益完善。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

助青海牧区增草增收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幸福村是花木种植专业村，用

电需求较大，为此，温江供电公司为幸福村实施了农网改

造，使该村电网线路得到完善，满足了农业生产需要。图

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为农户检修电表。 钟 声摄

责任编辑 李 亮

在河北高邑县火丰种植专业合作社阳光温室大棚在河北高邑县火丰种植专业合作社阳光温室大棚，，种植户们在忙着对种植种植户们在忙着对种植

的花卉进行管理的花卉进行管理。。该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该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蔬菜蔬菜、、花卉等种植面积达到花卉等种植面积达到

了了 1414万多亩万多亩，，年创收达年创收达 77亿多元亿多元。。 张张 震震摄摄

春日里，在石家庄市藁城区杜村的绿色蔬菜大棚里，游客正在采摘火龙果。

近年来，该村建成了 46 座无立柱全钢架结构日光温室大棚，调整种植结构，种植

火龙果、百香果、荷兰瓜等水果和蔬菜。 张 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