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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举行的全
国双季稻区“补短板促机插”活动现场，前
来参加活动的高塘岭街道新河村燕子组平
佳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觉辉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他们合作社拥有 34 台农机
具，其中插秧机 4 台，今年合作社种植水稻
2000 多亩，从事水稻农机作业服务面积
2000 多亩。现在水稻生产实现了机耕、机
插、机收、机防、机烘全程机械化作业，特别
是机插秧，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找准着力点——

双季稻区是重点

种植机械化水平低一直是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发展的“短板”。从种植区域来
看，北方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达到
80%以上；长江中下游稻麦兼作区，水稻机
械化发展较快；南方双季稻区，特别是湖
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北 5 省区水稻种植
面积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 45%，早稻晚
稻种植机械化水平多数在 10%至 20%左
右。西南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最低。

水稻机械化种植主要有机械插秧、机
械直播、机械抛秧等几种方式，机插秧是主
要的种植方式。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
究所研究员张文毅认为，双季稻区水稻种
植机械化水平低，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适
合双季稻种植的育插秧成熟技术。目前我
国水稻育插秧技术针对的是北方地区单季
稻中小苗育插秧技术，苗高不能超过 25 公
分，双季稻区早晚稻茬口时间比较紧，又是
高温期，普通农户育出适合机插的秧苗比
较困难。为了确保两季水稻都可以高产，
通过大苗移栽方式来缩短季节茬口的矛
盾、减少农民育秧难度是一个可行路径。

农业部农机化司副巡视员王家忠认
为，双季稻区机械化种植是全国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的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所
在，更是农机管理部门的使命所在。必须
补齐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低这个短板，把

它作为提高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着力
点。要充分发挥农机管理部门、推广机构、
骨干企业、专家团队、新型经营服务主体联
动共促作用，找准瓶颈问题，明晰路径措
施，推广典型模式，营造良好氛围，以种植
机械化的突破，带动双季稻区水稻全程机
械化水平加快提升。

突破机插瓶颈——

大幅降低种植成本

用工成本高成为当前推高粮食生产成
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双季稻区水稻种植环
节是用工量最大的环节之一，提高水稻种
植机械化水平，有利于提升水稻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

湖南长沙望城区高塘岭街月圆村凯劲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谭辉的妻子纪万芬说，
他们合作社有 12 台（套）农机具、8 个育秧
大棚。今年合作社种植1000多亩水稻，水
稻农机作业服务面积2000多亩，水稻生产
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种植基地可
以大幅度降低种植成本，每亩可节省人工
成本30%；可以有效控制水稻种植时间，提
前插秧，每亩可增加产量300斤至400斤。

湖南是我国种植双季稻最多的省，常
年种植双季稻 4300 多万亩，占全省水稻种
植面积的三分之二。由于地形复杂、田块
细碎以及双季水田作业对农业机械及其操
作技术要求较高等原因，湖南过去水稻机
械化水平一直很低。湖南省农机局局长王
罗方表示，为了突破机插秧瓶颈，湖南在全
国率先提出了“为机育秧”理念，制定《水稻
机械化育秧、插秧技术规范》等，每年培训
数千名“为机育秧”能手，研发和推广多层
全自动育秧苗床，批量引进密闭式催芽设
备，集中扶持建设现代农机合作社。

为了让农民亲身感受到机插秧的好
处，湖南从 2012 年开始，每年选出 70 个县
开展机械化育插秧示范试点，每个县安排
机插秧、手插秧和抛秧的对比试验。试验

结果显示，一个人工一天最多插秧 1 亩田、
抛秧 1.5 亩，一台高速插秧机一天插秧 60
亩；机插秧的水稻产量平均比抛秧的产量
每亩高出 100 斤。这大大调动了农民购机
插秧的积极性，湖南水稻机插秧技术得到
迅速推广，从 2011 年的 300 万亩迅速发展
到 2016 年的 1612 万亩，今年将达到 1800
万亩。

广西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也很低，
2016 年广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为 74.18%。其中，机耕水平为 96.39%，机
收水平为 90.40%，机种水平仅为 28.33%，
成为制约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广
西农机推广总站研究员陈世凡介绍，近些
年广西重点组织实施水稻育插秧“百千万”
工程，建设 100 个配套有稻谷烘干设备的
大型工厂化育秧中心，1000 个中型育秧中
心,引导带动社会发展 10000 个小型育秧
中心，有效突破水稻机械化育秧、插秧、烘
干等薄弱环节，促进水稻全程机械化发展。

解决四大问题——

夯实机械化发展基础

专家认为，要提高水稻种植机械化水
平，必须要着力解决“四大瓶颈”，即推广先
进适用农机具，解决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薄弱环节的物质装备问题；发展农机社会
化服务，解决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生产
主体问题；抓好试点示范，解决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的生产模式问题；加强农机化基
础建设，解决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
条件问题。

要强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导向作
用，全面提升水稻种植环节的物质装备水
平。记者在湖南采访时了解到，当地农民
使用的水稻插秧机主要有久保田、洋马等
洋品牌和江苏沃得等国产品牌。湖南巽地
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制造出了国内
首台高速有序抛秧机，人均工作效率是8行
高速插秧机的 1.2 倍至 1.5 倍，手抛秧的 10

倍左右，比高速插秧机用种量节约 30%。
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站长刘恒新认为，目
前我国双季稻区水稻种植机械总体比较成
熟，关键是要实现农机农艺紧密结合，良田
良种良法良机要配套，提高机械作业的适
应性和稳定性。

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多
元化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生产规
模经营者等市场化生产主体，大力推进跨
区作业、订单作业、托管服务、租赁经营等
农机社会化服务，切实提高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的生产主体问题。目前，农机合作
社已经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主要
力量。江西崇仁县相山镇枧上村凤翔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冬生说，他们合作社
拥有 100 多台（套）农机具，他在经营自家
400多亩水稻的同时，组织100多名农机手
入社，为周边农民提供代耕、代种、代收等
产前、产中和产后“一条龙”服务，促进了当
地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升。

要抓好试点示范，解决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的生产模式问题。刘恒新认为，要
做好水稻机械化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要
带着农民干，种给农民看，让农民认识和掌
握水稻种植机械化的技术；要把农机化技
术推广机制建立起来。据了解，湖南、江
西、广东、广西、湖北等省份都在建设水稻
全程机械化示范区，要通过树立可复制、可
推广的典型，以点带面，不断提高周边地区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加强集中育秧等农机化基础建设。南
方地区田块小，影响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
的提高。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推
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促
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为规模化的农机作业服务创
造条件。农机合作社普遍面临“住房难、行
路难、看病难”问题，应该大力支持农机合
作社、农机大户兴建农机具库棚，不断加强
机耕道路和农机维修网点建设，着力缓解
农机“三难”问题。

发展水稻机种需要破解“四大瓶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现在茶香村刺梨
发展还停留在出售刺梨
苗、销售鲜果阶段，我们
得想法提升刺梨的深加
工 水 平 ，打 开 省 外 市
场。”这天一早，贵州省
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村
委会主任兰江就走进刺
梨种植户家中，和他们
商量做大刺梨产业的办
法。

“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今年开春后，兰江
一直在为壮大刺梨产业
奔波，“虽然刺梨产业已
有一定规模，但群众从
中受益有限”。

为 了 整 合 刺 梨 资
源，在县相关部门的指
导下，兰江和村民代表
商议，以村民出资和社
会资本注入的形式，共
同成立产业发展公司，
推动刺梨产业发展。

刺梨是云贵高原特
有的物种资源，被誉为

“维 C 之王”，龙里县是
贵州野生刺梨分布最为
集中的区域。

2000年以来，龙里
县抓住实施退耕还林等
林业生态工程的大好机
遇，充分利用荒山荒地资源，大力发展刺梨种
植，让不少农民通过种植刺梨得到了实惠。

刺梨种植起步最早的谷脚镇茶香村，原是
省级二类贫困村，2000年前人均收入不足400
元，从 2000 年实施退耕还林种植刺梨以来，全
村刺梨种植面积已达到 1 万亩，户均刺梨种植
面积25亩，2012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不
仅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村容村貌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村于 2009 年被贵州省
林业厅命名为“林业生态文明示范村”。

2012年，龙里刺梨被国家质检总局认证为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里县被中国经济林
协会授予“中国刺梨之乡”称号。2013年，以刺
梨为主导产业建立的龙里县茶香刺梨产业示范
园区，是贵州省目前唯一以刺梨为主导产业的
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目前，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达 14.5 万亩，
年产刺梨鲜果 3 万吨以上，总产值约 1.5 亿元，
是目前我国人工种植刺梨面积最大、品种最优、
产量最高的县。

随着刺梨产业的发展，该县还衍生了一批
深加工企业。在紧邻县城的龙里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内，2010 年入驻的贵州恒力源集团，于
2016 年将发展的增长点瞄准了刺梨深加工。

“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基于龙
里县这么好的资源禀赋，我们决心在刺梨产业
上试一试。”恒力源集团副总经理李振飞说。

2016 年 8 月，恒力源集团刺梨系列产品生
产线和包装线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设计年消耗
刺梨鲜果 1 万吨，可生产刺梨浓缩汁、刺梨原
浆、刺梨饮料、功能性饮料等系列产品。项目达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4.6 亿元，税收
3000 余万元，每年为当地刺梨种植农户增收
6000万元。同时，可提供150多个就业岗位。

目前，通过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荐，除了贵州
恒力源集团外，龙里县还引进了多家刺梨加工
企业，生产的产品多达 10 余种，刺梨加工已经
具备一定的集群效应。

“随着社会对健康养生的不断重视，我们预
计，刺梨精深加工产品的市场会很大。”龙里县
委书记刘华龙说，“十三五”期间，该县将以每年
不低于 2 万亩的速度扩大刺梨种植面积，让刺
梨果成为农民的“致富果”。

贵州龙里

：

刺梨花开百姓富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王立信

走在广西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的田埂
上，两边田间都撑起了一垄一垄的农用塑
料薄膜，为村民们刚撒下的稻种保温。在
这个“再生稻高产村”，湿润肥沃的土地正
酝酿着下一个丰收。

“我家有 5 亩再生稻，亩产最高的时候
能达到 520 多公斤哩。”种粮能手王良富
说，“以前我们都种双季稻，一年两回插秧
两回收稻，2012 年的时候村里搞起‘超级
稻+再生稻’一体栽培，看到人家种这个稻

子收割一次后留下的稻茬又自己长出稻谷
来，不用再去犁一次田、插一次秧，省时省
力，我们就都种起了再生稻”。

“再生稻是在头季稻收割后，利用头季
稻稻桩萌发出的再生苗培养生长水稻。它
节省播种育秧、犁田和插秧等环节，节约生
产成本和劳动力，具有生长期短、生产效益
高等优点。”灌阳县农业局党组副书记文先
发说，2015 年 11 月份，广西农业厅组织专
家对联德村 2000 亩再生稻高产示范片现
场测产验收时，这里的平均亩产就达到了
514.6 公斤。再生稻大面积亩产超过 500
公斤在我国尚属首次。

精耕细作是联德村再生稻高产的秘
诀。灌阳县对联德村的高产栽培示范基地
采取统一规划、统一用种量、统一播种时
间、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治“五个统
一”管理措施，长期对该区域实行测土配方
施肥，免费给农户发放优质稻种和化肥，并
将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手把手地教给农
户，使得这片土地良种、良法、良田“三良”
配套，从而造就了这里的高产奇迹。

为了推广再生稻规模化种植，灌阳县

在联德村所在的黄关镇与邻近新街镇 3 万
亩的范围内建起了“神农稻博园”现代特色
农业核心示范区。在“神农稻博园”的超高
产攻关区外，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3000亩
的核心区、6000 亩的拓展区以及 21000 亩
的辐射区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
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涌
现，千亩大户也不断涌现。

不同于单纯依靠劳力成本的精耕细
作，这些机械化设施的前期投入大，对于半
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不是一笔小
数目。为了解决再生稻大规模种植的资金
瓶颈问题，在县政府的引导下，联德村人与
金融机构牵手共同发展再生稻种植。

2015 年 11 月，灌阳县政府与农业银
行灌阳县支行签署了 《灌阳县政府风险补
偿基金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引入“政府
增信”机制，为符合条件的种粮户发放贷
款。首笔“政府增信”贷款 10 万元发放给
了专业大户周开林，支持其近千亩的水稻
种植。“我们以前融资搞生产相当困难，现
在有了‘政府增信’贷款，贷款搞生产发家
致富不再是空想了。”周开林说。近年来，
农业银行陆续发放各类贷款 300 多万元，
支持联德村村民扩种杂交稻。

灌阳县是“中国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连续 5 年被评为
广西全区粮食生产先进县。随着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灌阳县培育了
50 亩以上粮食生产大户 129 户，经营面积
达3.7万亩。

再 生 稻 高 产 村 的 秘 诀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朱柳蓉

▷ 湖南省在全国率
先提出“为机育秧”理念，
实现农机农艺的有效结
合。图为湖南长沙市望
城区高塘岭街道新阳村
全能合作社的育秧大棚。

▽ 水稻机械化种植
主要有机械插秧、机械直
播、机械抛秧等几种方
式，机插秧是主要的种植
方式。图为一台插秧机
正在插秧。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4 月 24 日，河北省临漳县组织 20 多架植保
无人机开展“一喷多防”行动。种粮大户和各乡
镇农业综合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参加小麦
赤霉病防治及春季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现场会，
面对面指导农民科学防控，提高农业技术，保障
小麦丰产丰收。

胡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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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喷多防”治病虫

广西灌阳

县黄关镇联德

村农民正在播

种稻种。

本报记者

周骁骏摄

农机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

主角，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进

度、质量和效益。水稻是我国第

一大口粮品种，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已经达到 78%以上，但水

稻种植机械化水平只有 45%，其

中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种植机械

化水平多数不到 20%。提高水

稻种植机械化水平，是双季稻区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比价效益、

增强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