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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小麦上市价格走低的形势下，
今年 6 月 30 日，河北省及时启动小麦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结束了当地连续多
年没有全面启动小麦托市收购的历史。
目前来看，小麦托市收购政策的启动抬
高了收购价格，保护了河北农民种植积
极性。

托市收购带来多重利好

7 月 21 日，暴雨过后的衡水市弥漫
着湿漉漉的气息。已经多年没有收购政
策性粮食的深州市王家井粮库有限责任
公司院内，停放着 10 多辆满载粮食的运
粮车。该粮库主任宋跃兵告诉记者，这
些运粮车是下雨前开过来的，雨停了就
可以卸粮。截至 7 月 20 日，已经累计收
购 小 麦 6440.629 吨 ，其 中 一 等 小 麦
6370.110吨，二等小麦 70.519吨。

作为全国六大小麦主产区之一，
河 北 省 常 年 小 麦 产 量 在 280 亿 斤 左
右，预计 6 月至 9 月集中上市期间全省
新麦收购量在 110 亿斤左右。但是，
由于小麦收割期间，邯郸、沧州、保
定部分主产区受到连续阴雨天气的影
响，部分小麦不完善粒增加，符合质
量 要 求 的 待 售 小 麦 数 量 可 能 有 所 下
降，目前预计托市收购量在 60 亿斤至
80 亿斤左右。

粮食市场价格下行是启动托市收
购的重要原因。河北省粮食局副局长
杨洲群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受宏观经
济形势和国内粮食连年增产、库存连年
增加以及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下降等因
素影响，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市场价格大
幅下降。今年春节以来，河北省小麦价
格一直低于去年。据监测，今年新小麦
上市时，河北省小麦价格虽然高于国家
最低收购价，但比上年同期每斤低 0.03
元，全省平均收购价格为每斤 1.21 元，
有的地方农民地头直接出售小麦价格
甚至下降到 1.13 元。

记者采访衡水市蓟州区西王乡西吕
津村种粮大户王景苏时，他正在地里给
玉米打农药，他今年种了 300 亩小麦，平
均亩产 1100 斤左右，小麦一收割完，就
以每斤 1.14 元的价格直接卖给了当地
一家面粉企业。

据了解，托市收购政策启动后，河北
省小麦主产区收购进度明显加快，收购
价格快速回升，小麦收购价格比启动前
每斤上涨 0.03 元。截至 7 月 20 日，全省
共收购新小麦 55 亿斤，同比增加 3.9 亿
斤，其中，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 16.74 亿
斤，直接带动农民增收 6000余万元。

“从目前来看，小麦托市政策及时启
动，对于粮食市场来说是多重利好。不
仅提高了小麦收购价格，保护了种粮农
民利益，利于稳定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
性，也有利于国家在河北开展粮食宏观
调控。”杨洲群说。

多元主体竞相入市收购

河北大部分地区小麦今年品质好于去
年，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随着托市收
购政策的启动，吸引了国有企业、面粉加工
企业等多元市场主体纷纷入市收购。

雨过初晴，河北衡水和鸣省储粮油有
限公司库区，已经有十几辆运粮车开始排
队售粮。正在等待检验小麦质量的衡水桃
城区邓庄乡苏刘村种粮大户孙贵良告诉记
者，他今年种植 1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
到 1100 斤，新小麦刚上市时，他以每斤 1.1
元的价格卖了几万斤给当地的面粉企业。
小麦托市政策启动后，他就把剩余的小麦
全部卖给国有粮库。

和鸣省储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向跃
告诉记者，他们粮库今年有 3 万吨空仓容，
截至 7 月 20 日，已经收购 2.3 万吨，进度比

较顺利。检验员李红岩说，经她手检验的
小麦 90%以上属于一等品。

衡水市粮食局调研员李保芳说，今年
衡水小麦产量达到 170 万吨，90%以上的
小麦都属于一等品。预计全市收购托市小
麦 50 万吨左右，截至 7 月 20 日，已经收购
20 万吨。此外，中央、省、市级储备轮换收
购 15 万吨；本地粮食加工企业收购 50 万
吨。北京和天津等地各级储备粮轮换开始
后，到衡水市采购小麦的企业也会增加。
从目前形势看，衡水基本不会出现小麦卖
难的问题。

小麦品质好，吸引着多元市场主体积
极参与小麦收购。根据河北省粮食局提供
的资料，截至 6 月 30 日，河北全省具有粮
食收购资格企业总数 3525 个，其中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 616 家，民营企业 1690 家，
个体工商户 1205 家，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
业 14 家。河北永生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面粉加工、挂面加工等为一体的大型
食品加工企业，公司拥有 7 万吨仓容，公
司董事长武永生说，他们今年计划收购
5 万吨小麦，截至 7 月 20 日，已经收购了
3.7万吨小麦。

河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刘志安认
为，各类粮食企业、粮食经纪人积极入市
收购，活跃了收购市场，促进粮食流通，
缓解了国家收储压力。

多措并举解决仓容瓶颈

由于连续多年没有全面启动小麦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今年河北省在落实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中存在一些实际困
难和问题。

仓容问题是河北省面临的首要问
题。已经多年没有从事政策性粮食业务
的深州市王家井粮库，除了几栋平房仓
外，大部分粮库都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建设的普通红砖粮仓。粮库主
任宋跃兵说，因为仓房正在维修改造，他
们粮库现有仓容 1.2万吨，其中可用于托
市小麦入库仓容 8900 吨。他们计划建
设2万吨的大型现代化平房仓，但需要投
资1000多万元，资金仍是大问题。

根据河北省粮食局统计，河北省现
有各类空仓容 156 亿斤，其中小麦主产
区有效空仓容 132 亿斤，河北全省已经
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托市库点 150 个，
有效空仓容（含简易仓）76 亿斤，分布在
全省 86 个县，基本覆盖了河北的小麦主
产县。根据收购情况，可能适时增加第
三批甚至第四批托市库点。

杨洲群表示，河北省虽然没有东北
玉米产区和南方稻谷产区高库存的压
力，仓容总体上能够满足夏粮收购需要，
但也存在仓容区域分布不均，一些主产
县空仓少、好仓少等问题。部分地方国
有粮食企业规模小，存在有效仓容少、库
区环境差、技术人员不足等问题；个别市
县可用仓容与预计收购数量差距较大，
不能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有的地方国有
企业虽然闲置仓容量大、库容条件良好，
但因历史遗留问题无法通过委托库点审
核等。特别是今年首次安装使用“一卡
通”结算系统，更是考验员工业务水平以
及部门协作配合程度。

今年受到阴雨天气影响，全国大部
分小麦主产区小麦品质下降，河北邯郸、
沧州、保定等部分主产区也遭受自然灾
害，不完善粒较多。在托市收购标准不
放宽的情况下，如何处置不完善粒超标
小麦收购问题，仍然是当前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今年是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
严格落实并实行层层考核的第一年，各
地政府高度重视粮食收购问题，安徽、湖
北等省已经出台政策解决不完善粒小麦
收购问题。刘志安表示，针对邯郸等部
分受灾地区不完善粒小麦收购问题，河
北正在研究相关政策。

托 市 收 购 忙 粮 仓 待 升 级
——来自河北小麦收储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刘 慧

“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供给
量的安全问题，而是中国农业的产业安全
问题和中国农民的就业与生计安全问
题。所以，一方面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地利用世贸
组织规则中允许对本国农业实施的保护
条款，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合
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在清华
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日前举办的博士生
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
兼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院长陈锡文深入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面
临的问题。

缺乏价格竞争力是软肋

2012 年底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面临
的问题是：产量连续增长，但价格却持续
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陈
锡文分析说，首先，近年来，我国的土地租
金、人工工资、投入品和农业服务等粮食
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主产区粮食的最低
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也在持续提
升。其次，人民币汇率坚挺。与 2005 年
相比，人民币兑换美元已升约 25%，意味
着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市场粮食降价进入
中国市场。第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持

续发酵，通货紧缩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暴跌。到 2015 年底，国际市场以美元计
价的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分别下
跌 32.3%、32.2%、44.8%和 34.9%。第四，
全球海运价格暴跌，散装粮食从美国墨西
哥湾到我国广东黄埔港的运价，如今只相
当于 2008年时的三分之一左右。国际粮
价跌、海运价格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跌，

“三跌合一”，最终就体现为进入我国粮食
市场的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下跌。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粮食生产步
入困境。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极大，
由此也导致了各国粮食生产成本各不相
同。”陈锡文说，我国按照世贸组织的规
则，达成了农产品市场对国际市场开放的
管理制度，这主要是关税配额制度。在这
一制度中，我国政府承诺，对进口的主要
粮食品种（小麦、玉米、大米）实行关税配
额管理，即对配额数量内进口的粮食实行
1%的关税，而对超过配额进口的粮食实
行 65%的关税。我国承诺每年进口粮食
配额的上限为小麦 963.6 万吨、玉米 720
万吨、大米 532 万吨。迄今为止，上述三
大谷物的进口数量都未达到我国承诺的
配额数量。由于有关税配额制度，能够进
口到我国的三大谷物数量上是可控的，不
超过我国目前谷物总产量的 4%。

从 2009 到 2011 年，我国在小麦、玉
米、稻谷这三大谷物上就已渐次成为净进
口国了。如国内粮价继续按前几年的态
势持续上涨，预计 5 年至 7 年，我国粮价

将全面高于按 65%关税征收后的进口粮
食完税成本价，那就意味着关税配额制度
的防线将全面失守。另外，近年来，一些
不受关税配额管理的品种进口量激增，如
大豆、大麦、高粱和玉米、酒糟、木薯等。
这些在饲料行业作为玉米替代品的品种，
构 成 了 对 我 国 玉 米 市 场 的 严 重 冲 击 。
2015 年，进入我国市场的这些替代品高
达 3927 万吨，再加上配额内进口的玉米
约 473 万吨，合计接近我国当年玉米产量
的 20%。

“这就迫使相应数量的国产玉米失去
了市场，不得不进入仓库。这是引发粮食
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一大
原因。”陈锡文说。

推动粮价形成机制改革

粮价是农民最为关注的话题。2004
年，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明确提
出全面开放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此后，
为避免出现“谷贱伤农”局面，国务院又制
定了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的政策。
2008 年到 2014 年间，国家每年都适当调
高最低收购价水平，这 7 年中，小麦的最
低收购价提高了 63.9%，稻谷的最低收购
价提高了 90%以上。国家于 2007 年和
2008 年又先后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玉
米和大豆实行了临时收储政策，到 2014
年，国家公布的玉米和大豆临时收储价格
比最初实行时分别提高了 60%和 29.7%。

“这两项政策的初衷都是为了对市场
价格形成顶托作用，但在实行过程中也产
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对市场机制的干
扰。”陈锡文认为。

一个突出表现是，最低价和临时收储
价逐步演变成了市场最高价。在东北和
内蒙古，由中储粮系统收购的玉米，随着
玉米临时收储价格的提高其比重也在不
断上升。在主产区，粮食购销市场成为

“政策市”，多主体经营、多渠道流通的粮
食收储市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另一个表现是，粮食加工企业陷入经
营困境，如果按市场均衡价格不可能收到
粮食，而购买按中储粮拍卖价出库的粮
食，利润太低，出现了“麦强面弱”“稻强米
弱”等现象。

为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积极稳妥推
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陈锡文表示，要加快改革玉米价格形
成机制，让玉米价格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并以此引导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和品种结
构的调整，推动粮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同时，要激活玉米购销多元化的市场
主体，采取既有利于调动加工企业积极
性，又有利于玉米去库存的相关政策措
施，扩大加工企业对国内玉米的需求。此
外，还要保障玉米生产者的合理收益，要
研究出台符合国情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则
的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使农民在剧烈的
市场波动中能够平稳渡过难关。

着 力 提 升“ 中 国 粮 ”竞 争 力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陈锡文谈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常 理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
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茶农双福茶
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平福的
茶园位于大巴山脚下的南沙湖
畔，但苦于资金紧张、厂房陈
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问
题，茶厂一直发展缓慢。2013
年，王平福参加了汉中市农业
局组织开展的全省首批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随后的两年间，
先后参加了多次省、市举办的
职业农民培训，获得了高级职
业农民职称。

通过培训，2009 年创办
当初的小作坊如今已发展成
为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茶业产业龙头企业，合作社
现拥有茶园 2000 多亩，年
生产销售各类茶叶达到 100
多吨，并进军电子商务领域，
不断扩大网络销售份额，带
动周边农户户均增收 3000
余元。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
管理、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是陕西解决好将来谁来种
地、谁会种地的问题，促进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有
效实践。记者从陕西省农业
厅了解到，陕西目前已给第
三批 242 人颁发了“新型高
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自 2014年开始培育认证

“新型职业农民”以来，陕西目前共有 508 人获得“新型
高级职业农民”称号。据了解，第三批获得“新型高级职
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的人，分别来自汉中、渭南、宝鸡、
延安、安康、商洛及咸阳７个市。被评为高级职业农民
后，其所带领的合作社、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等，可
享受如土地流转、融资贷款手续、项目扶持等政策倾斜。

作为农业部确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省
份，陕西省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
型、社会服务型、新生代型４类。参评专家表示，新型职
业农民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综合素质、专业技能、经营
规模、生产效益和职业道德等５项。2014年以来，全省
市县各级陆续开展职业农民资格认定，按照高、中、初三
级分别由省、市、县认定的原则，每年认定一次。

3 年间，陕西省共认定各级职业农民 27735 人，其
中初级 23549 人，中级 3678 人，高级 508 人。今年，陕
西计划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 万人，预计 2020 年全省职
业农民总数将达 20万人。

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
—

陕西大力培育

﹃
新型职业农民

﹄

每天早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撒拉溪镇兴隆村兴联
蛋鸡养殖场的几十栋鸡舍里，鸡鸣声伴随着悦耳的轻音
乐此起彼伏，50岁的村民顾怀竹正在添饲料。

顾怀竹每月工资有 3000 元，同时还是养鸡场的
股东。一年前，她家日子还过得很艰难，丈夫患重病，
两个孩子在外务工。养鸡场场长张永健劝她入股养鸡
场，帮她贷了 5 万元入股，并到养鸡场务工。年底，顾
怀竹从养鸡场拿到了 3 万元分红，加上工资，年收入近
7万元。还了贷款后还能有一部分收入。

在兴隆村，像顾怀竹一样通过贷款入股兴联养鸡
场脱贫的农户还有很多。目前，养殖场有圈舍 24 幢，
存栏蛋鸡 78 万羽，日产蛋近 70 万枚。同时，蛋鸡养殖
带动包装服务、蔬菜种植、鸡蛋深加工等产业链得到有
效延伸，带动了上千名农户致富。2015 年，兴隆村人
均纯收入达到 1.2万元。

“当初让乡亲们相信养蛋鸡能赚钱并不易，任你口
水说干，乡亲们眨巴着怀疑的双眼看着你不置可否。”
张永健决定先找个突破点，他把村里头脑灵活的村民
招到养鸡场上班，让他们全程参与管理。有五六户胆
子大点的贷款入了股，看到他们挣钱了，第二年入股户
数大幅增加，去年股东数达 220余户。

养鸡场的成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正是有七
星关区政府牵线搭桥，养鸡场与深圳市罗湖区的超市
实现了农超对接，并与大型企业形成长期固定的合作
关系。鸡蛋质量检测合格后直供超市。此外，养鸡场
另一部分鸡蛋直供农贸市场。由于少了中间环节，每
枚鸡蛋利润比原来多出近两毛钱。

本报讯 记者王轶辰、实习生吕端报道：为破解国
内牧场经营模式单一的“痛点”，草原和牛投资有限公
司日前在北京发布国内首个“第四代牧场”模式，从经
营内容、管理模式、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创新，促进牧
场转型升级。

自 2008年以来，中国牧业先后形成奶站—小区为
代表的第一代牧场模式、万头规模的第二代牧场模式和
联合体的第三代牧场模式。当前由于国内乳制品市场
需求疲软和受到进口低价乳制品大量冲击，让占中国牧
场总量七成以上的中小牧场“雪上加霜”。

草原和牛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贠志兴表示，在此
背景下，草原和牛提出了“第四代牧场”模式。在原奶生
产基础上，引入中高端肉牛养殖，实现“乳肉兼营”，提升
牧场综合盈利能力；引入“牧场合伙人”机制，投资人、经
营者不分离，实现劳动收益、资本收益双保险；同时引入
国外优质资源，降低综合成本，以此帮助牧场转型。

草原和牛发布第四代牧场模式

本版编辑 来 洁 徐 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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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

小小鸡蛋带富上千村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 王家井粮库是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建设的普通红砖

粮库，现在属于危仓老

库，已经不再适合存储

政策性粮食了。

▼ 暴雨过后停放

在王家井粮库库区的运

粮车。

▶ 衡水和鸣省

储粮油有限公司质检

人员李红岩正在检验

小麦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