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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春耕春播春管工

作也在此时进行。对于农民来说，春耕春播是这

个季节的头等大事，各地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

为秋天有个好收成做足准备，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景象。

新春农事忙

1 月 31 日，福建省建瓯市芝山街道马汶村农
民罗文泉在给菜地浇水。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2月3日，河北省新乐市庄稼主农场工作人员
在采摘青菜。 贾敏杰摄

2月2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西墅村渔业
码头，养殖户将新鲜紫菜卸船装车运往加工厂。
立春前后，正是紫菜丰收的时节，连云港市沿海紫
菜养殖户加紧进行收割、抢运、加工，满足市场需
求，数万亩“海上菜园”一望无际。 耿玉和摄

河北省衡水市率先推出“一提一补”农业用水机制——

村里人浇地，先算“节水账”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赵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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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
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印发，其中
强调将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激
励，实行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专家
表示，这意味着我国耕地保护有重大的政
策创新，从过去小范围占补平衡走向跨区
域“算大账”，建设用地紧张的大城市可以
用资金换土地，用地相对充裕的贫困地区
也可让土地产生更大效用，换取急需的发
展资金。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2016 年 12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粮
食生产数据显示，全国粮食生产较2015年
略有下降，结束了我国粮食产量十二连增
的局面，但仍算是个丰收年，总产量高达
12324亿斤。

客观地说，在粮食连年丰收，工业化、
城镇化高歌猛进之中，能牢牢守住18亿亩
耕地红线，实属难得。耕地是关系着十几
亿人的吃饭大事，不容有丝毫闪失。

早在1997年，我国即出台过加强土地
管理和耕地保护的文件，现时隔20年再度
出台相关文件。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
示，意见再次重申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提出来“两个绝不能”，即已经确定的耕地
红线绝不能突破，已经划定的城市周边永
久基本农田绝不能随便占用。

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整体管控作用，从严核定新增建设用
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从严控制建设
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业内人士表
示，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意见明确实行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安排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补充耕地能力挂钩，对建设用地存量规
模较大、利用粗放、补充耕地能力不足的区
域，适当调减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意见同时明确，全面完成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作为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规定内容，在规划批准前先
行核定并上图入库、落地到户。

姜大明表示，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看，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不可避
免还要占用一定数量耕地。适应新形势新
要求，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
的关系，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占补平衡

大城市发展需要用地，耕地保护本区
域占补平衡难以满足需求，与此同时，不少
贫困地区耕地相对充足，但发展面临的最
紧要问题是缺少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意见提出，将实施“以
县域自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
适度统筹为补充”的耕地占补平衡措施。
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的直辖市难以满足
占补平衡的话，可向国务院申请国家统
筹。经国务院批准并缴纳跨省补充耕地资
金后，可以在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省份落实
补充耕地任务。

这不失为一个双赢的方案。姜大明表
示，对于建设用地紧张的大城市而言，这是
用资金换土地的好办法；对于用地相对充
裕的贫困地区来说，可以用土地换取急需
的发展资金。

据了解，政策执行中将严格限定统筹
范围，严格控制纳入国家统筹的省份和重
大建设项目类型；同时将坚持省域内平衡
为主，控制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规模。同
时政策将发挥利益杠杆调节作用，通过收
缴国家统筹补充耕地费用，在承担补充耕
地任务的省份集中投入资金用于补充耕地
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姜大明表示，这样获得的资金对于扶

贫搬迁可以起到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以
河北省阜平县为例，该县据此获得20亿元
以上的财政资金收入，而其本身的财政收
入不到3亿元。现在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
省份试行该政策后，已经产生了 200 多亿
元的经济效益。

据悉，“十三五”时期，全国耕地整体可
以做到占补平衡，绝大多数省份可以在省域
内做到占补平衡。但个别后备资源严重匮
乏省份，需要实施补充耕地国家适度统筹。

耕地质量尤为重要

在保证耕地数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
受到高度关注。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
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18.65 亿亩，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15.46 亿亩，确保
建 成 8 亿 亩 ，力 争 建 成 10 亿 亩 高 标 准
农田。

据了解，“十二五”时期，我国已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为 4.03 亿亩，投入资金 5900
多亿元，经过整治以后，耕地质量大约提高
1到2个等级，粮食产能提高10%到20%。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为此将整
合财政资金，通过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
参与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
进耕地耕作层剥离，也就是说，建设占用耕
地的耕作层土壤要剥离，剥离以后用于补
充耕地造地项目，以改善土壤条件、加快土
壤熟化进程，提高土壤肥力。同时，建立耕
地质量和产能评价制度，定期对全国耕地
的产能和质量水平进行评价。

他表示，还要推动科技创新，重点是支
持种业技术的创新。主要是开展三大行
动：农产品产地保护；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
动，力争到2020年化肥的使用量实现零增
长；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力争到 2020
年全国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近年来，由于农业生
产的比较效益偏低，仅仅
依靠市场手段难以解决我
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
题。此次出台的耕地保护
政策可圈可点之处在于，
加强了对耕地保护责任主
体的补偿激励，引入了跨
地区补充耕地的利益调节
机制。同时，强化了地方
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让
耕地保护的主体真正负起
责、有实惠。

意见提出建立耕地保
护的奖补机制，整合中央
和地方各级涉农资金，加
大耕地保护补偿力度，鼓
励地方统筹安排财政资
金，对承担耕地保护任务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民进行奖补。同时，支持
占用耕地地区在支付耕地
指标调剂费用基础上，通
过实施产业转移、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等多种方式，

对口扶持补充耕地地区。
如此一来，真正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

亏”，建设用地紧张的地区也获得了宝贵的
发展用地，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我国人多地少，后备耕地资源不多，人
均耕地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左
右。珍惜、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多策并举，使耕
地保护成为自觉行动非常重要。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负责人
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的关
系，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的积极性存在明
显反差，往往谈发展多，谈保护少。更有甚
者，有些地方政府竟然成为土地违法的主
角。

这种现象究其根本，是有些地方耕地
保护责任目标落实不到位，有些地方党委
政府负责人在思想上仍然以GDP为标准，
没有切实把保护资源、保护耕地放到重要
位置。

就此，意见提出，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
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的检查考核，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我们希
望，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严格的考核
体系，使耕地保护动“真格”，真正成为各级
政府必须担当的硬任务。

未到正桂村，先闻桂
花香。

春节假日期间，记者
走进江西省龙南县里仁镇
正桂村。虽是冬日，但见
村里千亩桂花一派生机，
淡淡花香迎风飘来。不少
城里人趁着放假拖家带口
驾车来到这里，或聚在树
下休憩闲聊，或一起到后
山登山健身，煞是悠闲。

距离村口大榕树的不
远处，是一家占地 1000
多平方米的农家乐，古朴
的房屋设计与周围环境融
为一体。今年 41 岁的农
家乐主人李志良告诉记
者，这几年，拥有500多年
历史的正桂村围绕打造全
国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
规划了集生态、旅游为一
体的桂花产业示范基地。
通过成立产业合作社，带
动100余户农户种植桂花
苗木 1200 亩。“一个以桂
花为主导的产业基地，带
来了产业发展的连锁效
应。村里随后开辟出 200 亩的百香果、葡萄采摘
园，由桂花基地衍生出农业休闲采摘基地。正桂
村也由此获得了‘桂花新村’的美誉。”李志良说。

桂花基地花香渐浓，闻“香”而至的游客络绎
不绝。部分村民瞅准机会，办起了以农家体验和
农家美食为主的“农家乐”。李志良的农家菜馆紧
邻桂花园，节日期间几乎每天客满。“有时包厢不
够用，不得不在院子里另摆桌子招待客人。”李志
良说。

据了解，去年开始，龙南县提出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并安排实施了 10 个重大旅游项目，其中就
包括正桂美丽乡村项目。“现在这个项目，我们村
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李志良边说边指着周围，只
见村里的民居部分已经完成了房屋立面改造。放
眼望去，百余栋客家建筑风格渐趋一致。

“希望我们的旅游项目能尽快建好，让正桂村
成为都市中的乡村、乡村里的花园，成为镶嵌在赣
深高铁边上的一颗绿色明珠，让省内外的游客喜
悦而来，满意而归。”李志良说。

河北省衡水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一提
一补”的农业用水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提一补”将“价格杠杆”融合到农业用水
之中，让农民算起了“节水账”，更重要的是
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种植和灌溉习惯，形成
了节水理念。

衡水市桃城区速流村村民韩志民说：
“‘一提一补’这个方法很接地气，符合农村
实际。把节水跟我们的自身利益挂钩，现
在村里人浇地，要先算‘节水账’。”

据了解，“一提一补”的“一提”，就是用
水浇地以电计量水价，用电每千瓦时提高
0.3 元；“一补”，就是财政部门按用电量每
千瓦时补贴 0.141 元。也就是说，原来每
千瓦时电 0.6155 元，提高电价后，每千瓦
时0.9155元。将提高的0.3元和政府补贴
的每千瓦时 0.141 元作为节水调节基金。
然后，将节水调节基金按承包地面积平均
补贴给农民。

“衡水市属资源型缺水地区，人均水
资 源 可 利 用 量 仅 为 全 国 人 均 水 平 的
5.4%。近年来，衡水市地下水超采严
重。桃城区经过不断探索，推出了‘一提
一补’节水机制。”衡水市桃城区水务局
负责同志说，“衡水年用水总量约16亿至
18 亿立方米，其中超过 80%用在了农业

上，建立农业节水机制迫在眉睫。据测
算，通过‘一提一补’，每年农业生产用
水节水率达20%”。

“一提一补”的价格杠杆，让农民尝到
了节水的“甜头”。邓庄村姚长胜打着自己
的“节水小算盘”：“我们村节水基金补贴每
亩34.154元。我家10.2亩地，节水前灌溉
用电，每亩 70 千瓦时，共花费 435.54 元。
节水后每亩用电 50 千瓦时，加上政府补
贴，共花费 116.2 元，真是越节水越划算。”
村民韩志民掰着手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
假如他和村民张三都种一亩地。韩志民种
用水量高的小麦，张三种用水量低的节水
作物。一亩地浇一水用去70千瓦时电，这
样“一提”就要拿近 21 元。韩志民的小麦
需要浇三水，就要交63元。张三的节水作
物只要浇一水，只要“提”21 元。这样，两
家一共上交 84 元。这 84 元再加上国家补
贴的近 42 元，将按亩数平均补贴给他们，
两人分别得到近63元。这样一算，种小麦
的韩志民基本不赔不赚，种节水作物的张
三拿到了42元的补贴。

“一提一补”内含节水竞争机制，实实
在在的补贴效益促使农民改变用水观念。
在采访中，村民告诉记者，以前“大水漫灌”
时，人们不图省水图省事，地边挖开一个

口，旁边蹲上抽一袋烟，什么时候水满了什
么时候算。现在村民们都在平整土地，挡
小埝、隔小畦，还买来百余米长的灌溉用水
龙带——“小白龙”引水浇地，不到半小时
就浇完一亩地。“现在谁要是再大水漫灌浇
地，乡亲们都会笑话他懒，不会过日子。”姚
长胜说。

清华大学节水调研组这样总结“一提
一补”节水机制：利用了村民的成本计算、
道德底线，形成了他们的节水习惯，形成了
绿色环保的生产观念。

衡水市委常委、副市长韩立群认为，农
业水价改革的核心是把水节约下来，但又
不能过多地增加农户的灌溉成本。通过灵
活的方式，实现成本虽提但支出总体不增、
用水减少但效益增加，充分调动了农民参
与和支持改革的积极性。“提”与“补”，反映
到农业生产上，就是农民的种植观念和灌
溉习惯发生了改变，就是农民的生产理念
发生了变化。

据了解，目前“一提一补”节水激励
机制已经在衡水全市推开。下一步，衡水
将进行地表水扬水站点的计量，实现地表
水在农业方面的精准使用。同时，针对土
地流转大户制定特别节水机制，促进其
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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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使用“小白龙”对庄稼实行节水
灌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