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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海南土地面积五分之一、人口
十分之一的海南农垦，是我国最大的天
然橡胶基地和热带作物生产基地，也是
海南最大的国有农业企业群体。然而体
制不顺、机制不活、分配不公、产业不大、
人才不强等问题使得海南农垦发展一度
陷入了困境。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加速改革是摆在
农垦系统面前的难题。2015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快研究出台推进农垦
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农场企业化、
垦区集团化、股权多元化改革，创新行业
指导管理体制、企业市场化经营体制、农
场经营管理体制。

借此机遇，海南农垦改革大刀阔斧
展开。如今，通过一系列减负加权、市场
运作改革，海南农垦企业活力不断释放。

捋顺体制增效益

体制不顺是海南农垦的“老毛病”。
管理上条块分割问题突出，农垦总局和
农垦集团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各成体系、
各自运行。这样的管理体制常常导致出
现“梗阻”，很大程度上掣肘了海南农垦
的决策管理效率和发展活力。

海南农垦改革从理顺垦区体制机制
入手。2015 年 12 月 29 日，在海南省农
垦总局和海南省农垦集团基础上，新组
建的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挂牌成立，实现“一个企业实体、一套人
马、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

蔡锦源过去是乌石农场场长，该农
场主要经营茶叶。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之后，海南省农垦五指山
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蔡锦
源的新身份。“以前，我们的茶厂没有
隶属关系，互相竞争，甚至是恶性竞
争，经济效益很低。新集团公司成立
后，共管理 4 个茶场，有了统一的管理
模式、销售渠道、品牌效应，效益也好

多了。”蔡锦源说。
在农场层面，海南农垦将国有农场承

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政
府统一管理，在前几年已移交中小学、气象
站、防疫站和整体移交部分农场的基础上，
按照方案，将以设“镇”或“居”、纳入周边乡
镇管理和政府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
分类剥离农场的社会职能。个别具备条件
的农场整体移交市县管理。

自负盈亏搏市场

过去，海南农垦以行政方式管理企业，
“亏了也是国家的”思维严重，没有形成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干部职工积极性不
高，企业经营效益不佳，缺乏核心竞争力。

此次改革，海南农垦坚持市场原则，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

构，与二级企业确立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
公司管理体制，推进二级企业以下股权多
元化，建立经营者、员工薪酬与经营业绩相
挂钩的激励与约束分配机制；农场进行企
业化改造，试行职工全员持股，探索完善

“集团公司+农场(基地分公司)+职工家庭”
“集团公司+农场(基地分公司)+模拟股份承
包”等农业规模经营方式，使农场在剥离社
会职能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

确保公平有分红

土地是海南农垦一大宝贝，如何能够
公平公正地分配土地红利？

海南农垦通过深化农场职工承包土地
制度改革，解决承包面积过大、租金过低、
租期过长以及不缴租金和非法转包牟取地
租差价等问题。这一过程中，海南农垦采

取了两种措施：一是保障基本田，调整经
营田。即通过清理调整，将超出合理承
包面积的经营田分配给无地职工家庭，
确保职工家庭都有基本田。二是推行分
利不分地。通过承包权流转、合作经营
等多种方式，既维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又保证少数缺乏技能和资金、难以直接
经营基本田的职工家庭能够获得应有的
土地收益。

大力招商壮产业

橡胶种植一直是海南农垦的核心产
业，但一胶独大的格局也导致产业结构
单一、盈利水平差。在全国 31 个垦区
中，营业收入仅排第五位，利润总额更是
排名靠后。

为此，海南农垦推出了“八八”战略，
即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经
济作物等八大产业，加快建设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等八大园区，力争到 2020
年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农业龙
头企业、农业产业园。

围绕“八八”战略，海南农垦在今年5
月28日举办了挂牌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
招商活动，共签订意向合作协议61个，金
额 286 亿元，产业涵盖了旅游健康、热带
水果、草蓄养殖、南繁育种等板块。

乐福合作社是海南农垦第一家职工
合作社，通过把职工组织起来，做大做强
自营经济，同时引进欧盟良好农业规范体
系，促进分散、独立、小规模经营向团体、
合作、规模经营转变。“因为我们加入了芒
果产业合作社，大家抱团，有了话语权。
我家去年的芒果收入达 45 万元，同比增
加了20%呢。”乐光农场职工王超新说。

通过实施推广海南农垦良好农业规
范示范体系，去年，乐福合作社带动了社
员增加收入 1000 多万元，人均纯收入
3.6 万元。合作社主营业务收入 378 万
元，实现利润 58万元。

坚持企业化方向 改革土地承包制度 完善产业结构

海南农垦按下改革“快进键”
本报记者 何 伟

“三夏”时节，全国粮食生产大县河南
省沈丘县的田间，一辆辆大型收割机伴随
着隆隆的轰鸣声“撒欢”，一派丰收景象。

农民有“机”可乘

“‘三夏’农忙不再忙，全靠农机挑大
梁。”留福镇种粮大户刘坤站在自家的地头
气定神闲，“我原来种十多亩地，现在通过
土地流转承包了 800 亩，今年种植小麦
740 亩。种的地虽然多了，却比原来还轻
松，因为现在收、耕、种全程机械化，‘三夏’
大忙现在不再忙了”。

这几年刘坤先后投入近 30 万元，购置
了多功能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旋耕机、播
种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实现了全程机械
化，并组建了宏伟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下子置办这么多农机具，多亏了有
农机补贴政策，一台多功能收割机原价
15.3 万元，享受补贴后，我自己只出了 8.2

万元。”刘坤说。
近几年沈丘县机械化水平大大提

高。今年全县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488 万元，添置大型农机 448 台（套）。
目前全县已拥有各种农机械 25.6 万台

（套）、总动力 159 万千瓦，全县 96％农
田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机械化水平提高
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也加快了
夺取粮食丰收的步伐。时下正值小麦收
割高峰期，全县所有农业机械已悉数上
阵，驰骋在田野上。

给秸秆找出路

秸秆禁烧一直是夏收的“老大难”
问题。今年，沈丘县“堵输”结合，从为秸
秆找出路入手，对秸秆粉碎机、秸秆打捆
机敞开补贴，“三夏”秸秆禁烧取得明显
效果。

在代营村的麦田里记者看到，前面

的联合收割机过后，后面的打捆机开始把
麦秸打成棱角规范的捆，而后由购销商直
接装车运走。村干部代建华告诉记者，打
捆机是政府无偿补贴给农机手的，打捆业
务对农民分文不收，麦秸捆仍归农民所
有，可以直接卖给购销商，也可以联系养
殖场、发电厂销售。这样平均一亩地可以
为农民增收 500 元，因此很受农民欢迎。
政府的大力支持，既避免了焚烧污染，又
提高了秸秆的利用率。

黄营村民周立高兴地说，“现在政府多
操心、农民就省心。我们不动手、不花钱，
秸秆也有了出路，村民再也不烧麦草了。”

留福镇长李志坚告诉记者，农机手凭
购买收割机的票据，可到镇上免费安装一
台粉碎机。收割机“嫁接”粉碎机就成了
新型的“二合一”收割机器，收麦的同时
直接将秸秆粉碎还田。这样等于给土地施
了一次“天然”肥料，又将秸秆对环境的
污染降到了最低。既节省了生产成本，又

保护了生态环境。

“三控”技术促夏种

在沈丘县一些乡镇记者发现，很多大型
收割机都是“收、耕、种”一条龙作业，前面麦
子收过、秸秆粉碎还田，后面玉米等农作物
已点播完毕。在农技人员指导下，控肥、控
水、控药的“三控”技术在夏种中推广开来。

这离不开农业干部和农技人员的付
出。沈丘县主要负责农业的副县长马伟告
诉记者，“三夏”时节，县乡干部及农业技术
人员先后深入全县 22 个乡镇，宣传推广玉
米深松施肥精量播种、农机深松、秸秆综合
利用和玉米管理新技术，共制作流动展牌
10 块，编印明白纸 4000 余份，现场解答
1600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5000 余份，控
肥、控水、控药的“三控”技术在农业生产中
的广泛推广应用，为夺取秋粮农作物丰产
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河南沈丘 96%农田实现全程机械化——

“三夏”农忙不再忙 全靠农机挑大梁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王向灵 陈玉彬

5 月 28 日，游客在江西九江市都昌县南峰镇暖湖村百合种植基地赏百合花。眼下，暖湖村的龙

牙百合进入盛花期，芳香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近年来，该镇龙牙百合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种植优

质、生态的龙牙百合，亩产值一万元以上，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30多户。 傅建斌摄
龙牙百合富农家

夏日里，重庆市吴滩
镇祥瑞和种养殖场里油菜
清绿，池塘点缀其间，给人
的第一印象这里根本不是
年出栏生猪近万头的养殖
企业，却像一家别致的农
家乐。

“这是因为我们严格
遵循循环农业要求，按照
国家的环保标准来配置设
施。”养殖场负责人王均平
介绍，猪舍内安装有循环
系统，包括自动化清粪和
沼气循环装置等。粪污进
入污水处理系统后进行固
液分离，固体成为干粪，作
为有机肥直供周边蔬菜、
水果基地；液体通过厌氧
发酵罐处理 20 余天后，流
入沼液储存池，可直接作
为肥料使用；过剩沼液进
入站外沼液池存放 120 天
左右，就可达标排放了。

“有机干粪很受周边
种植企业欢迎，平均一吨
能卖到 400 到 500 元，不
仅如此，还能给养殖场周
边村民提供免费沼气，一
举多得。”王均平说。

“目前，吴滩镇共有规
模养殖场 41 家，其中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 26 家，大小
不一，但都有一套生态循环
养殖链，保证了粪污就地消
纳。”吴滩镇镇长王永宏说。

吴滩镇还进一步将畜
禽养殖与蔬果基地结合起
来，通过合理布局种植绿
色涉农产品为畜禽养殖消纳粪肥污染，实现循环种养
相结合。

在规划富硒果蔬示范园时，吴滩镇就确定了种养
结合的目标。通过招商引资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展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24家，形成了“养殖业—粪污处理—
环境控制—有机肥—种植业”的生态循环立体养殖链。

在帅乡圣垦生态园，3000 亩的蔬菜园核心区广铺
管道，排灌设施齐全，这些管道同时还实现了周边养猪
场的肥料、水源互通。同样实现资源共享的，还有当地
的葡萄园、西瓜和红心火龙果基地。

这种“猪—沼—菜（果）—鱼”的立体循环种养布局
和模式，既使养殖业实现持续发展，现有资源得到充分
利用，又促进了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形成了一
批特色果蔬品牌。“聂家菜”畅销重庆各大超市，“润滋
源”富硒西瓜、“坤友”葡萄等特色水果深受消费者喜
爱，“彬哥牌”花椒、“九叶鲜”花椒油取得国家级绿色食
品认证，分别获得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中国绿色食品博
览会金奖。

据介绍，自去年重庆市江津区重点打造吴滩循环
农业示范园以来，吴滩镇蔬菜、花椒、畜禽养殖三项产
值达 3.9 亿元，比上年增加 0.45 亿元，带动全镇 3.3 万
农村居民人均增收 1360 元。吴滩镇先后认证无公害
农产品 5个、绿色食品 3个，注册商标 15个。

重庆吴滩镇

：

立体循环种养打造特色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本报讯 记者刘慧报道：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日前
在北京举行《中国产业发展报告 2016——
面向“十三五”的产业经济研究》发布会。
报告认为，“十三五”农业结构性失衡局面
将有所改观。

报告指出，多年来，由于追求粮食增产
和加速工业化，造成农作物比价失衡、工农
产品价格失衡，导致农业结构出现整体性
失衡。

“十三五”期间，农业结构失衡局面
短期难以根本扭转，但随着“大食物安
全观”的逐步确立以及农产品比价关系
回归合理化，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步伐
将有所加快；随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
建设的积极推进，以及新技术、新模式
的广泛应用，粮经饲统筹发展水平将不
断 提 高 ， 农 林 牧 渔 结 合 程 度 将 不 断 加
强，种养加一体化水平将不断提升，农
业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品种结构失衡问
题将会有所改善。

《中国产业发展报告 2016》认为

“十三五”农业结构性

失 衡 局 面 有 望 改 观

图为海南农垦职工在荔枝园里采摘荔枝。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原来浇地用的是土垄沟，费水费时，用上喷灌机
和智能机井房，配上智能电卡，现在浇地一个人就办
了。”河北省固安县礼让店乡相公庄村种粮大户宁国江
指着田间的自走式喷灌机向记者介绍说，“喷灌比大水
漫灌每亩省水三分之二，并且浇得均实。喷灌机 4 小
时可以浇 6 亩地，要是人工得再雇 4 个人才行，每天每
人光人工费就得 100元”。

宁国江种了 150 亩小麦，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他带
来了不少便利。不仅喷灌机享受了农业综合开发的项
目补贴，所种的小麦也是从中国农科院引进推广的节
水品种，生育期只需要浇 2 水，比传统品种少浇 2 水。
土地平整后，采用大地块耕作，打掉的田埂沟渠都能种
麦子，每亩地能增加一分地的播种面积。原来小麦亩
产不到 800斤，如今可以达到 1100斤。

固安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首批项目县，承担着建
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的任务。以宁国
江所在的礼让店乡项目区为例，由于没有外来地表水，
灌溉用水利用浅层地下水，此前有机井 209 眼，井深约
100 米，由于机井深度不够、出水不足、分布不均，而且
大部分农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坡度不合理现象，造成
浇地困难，水资源浪费严重。加之农田土壤的有机质
含量偏低，影响了当地粮食产量。

从 2014 年起，当地加大了农业综合开发力度，通
过平田整地、沟塘清淤、配套路桥涵闸灌排设施、建设
农田林网，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
水资源利用率。如今，穿行在项目区内，放眼望去可
见，一排排整齐的防护林、一处处高标准智能化的机控
房、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机耕道。配合农业综合开发，当
地还组织推广了小麦节水高效种植、大田高效栽培模
式等实用技术。

固安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副主任尹艳军说，建设高
标准农田，加强土壤改良和农田整治，推广节水增效技
术，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能。截至目前，当地已建设高
标准农田 2 万亩，扶持了一批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增
加粮食生产能力 4500 万斤，农民年增收 5200 多万
元。中低产田改良后，吸引了不少大户流转土地，土地
租金从原先的每亩 400元涨到了 900元以上。

河北固安：

高标准农田节水又增效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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