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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进村尚需

打通“最后一公里”
□ 梁 睿

从江县交警大队农村片区二中队交警查处摩托车违法行为。唐光新摄

眼下，全国夏粮正从南到北开镰
收获。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夏粮生产
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生态种植加
快。华北和新疆塔里木河地下水超
采区调减小麦面积200多万亩，西南
西北调减条锈病菌源区小麦70多万
亩。二是绿色发展提速。预计节水
小麦品种面积达到 20%，比上年提
高8个百分点。节水、节药技术也在
加快推广。

夏粮生产的新趋势是农业绿色
发展的生动体现。今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
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眼
下，从黄土黑地红壤再到山林田园湖
泊，一场关乎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变革，正在广袤大地上进行。

绿色发展需求迫切

我国农产品总量问题已
解决，但结构性矛盾仍突出，
表现为一般农产品不缺、优
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足

在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看来，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
一场革命。当前，我国农产品总量问
题已得到较好解决，但结构性矛盾仍
然突出，表现为一般农产品不缺、优
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足。从本质上
看，还是依靠拼资源拼消耗实现数量
增长。比如，耕地资源超强开发，东
北地区黑土地不断退化，南方红黄壤
酸化加速，设施农业土壤板结加重；
用水总量虽然没有增加，但用水方式
还很粗放、大水漫灌比较普遍；存在
过度养殖、过度捕捞、过度放牧等
现象。

与其他领域相比，农业绿色发展
的需求更迫切，面临的机遇也更突
出。一方面，我国粮食在数量上已经
超过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要求，追求
从常规生产到绿色生产的空间更从
容。另一方面，不管是主动跟着市场
走，还是被市场逼着走，现在农民生
产生态产品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基
于此，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创
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
见》首次全面提出农业绿色发展的总
体目标，即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
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秸秆、农膜等农业废
弃物全利用。

各地农业的绿色探索持续升
温。江西省定南县在“猪—沼—果”
传统循环农业的基础上，探索了区域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该县岭北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园以大型沼气工
程为核心，结合有机肥生产和能源农
场建设，带动当地 10 万多亩农作物
实现绿色种植。园区建设了 2 万立
方米的特大型沼气工程、2000 瓦发
电机组和有机肥生产中心，年处理
20 万头猪的粪污废弃物，年发电量
800 多万千瓦时、生产有机肥 3万多
吨，“养殖、种植、能源、生态”的农业
循环经济链条初现。

定南县的探索是全国的缩影。

目前，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题得
到初步遏制，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明
显增多。我国农药化肥使用量提前
3 年实现零增长，畜禽粪污、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回收率均达到
6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达到 0.54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到 55.3％。大水大肥大药的粗放经
营方式正在得到改变，农业资源利用
过高的强度正在下降，农业面源污染
加重的趋势正在减缓。

发展“短板”在哪里

农业投入品的绿色补贴
不足；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好
价格

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
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不过，
记者了解到，绿色发展并非一日之
功，受长期以来对数量的片面追求和
客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绿色发展的要
求在实施层面还面临一些难题。

农业投入品的绿色补贴仍显不
足。“以农膜回收为例，前些年国际
油价较高，农膜回收加工利润可
观，废旧农膜收购加工市场活跃。
近年来，石油价格走低，加工利润
显著下降，回收市场萎缩。”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
莉调研发现，新疆、甘肃等地依靠
国家扶持，回收行业生存发展得以
维持，农户捡拾的残膜有较好的去
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不少农户
即使为了自身生产便利，将残膜从
土地中清理出来，也不愿付出运输
和处理等额外成本，与绿色生产挂
钩的补贴还是不够。

绿色农产品理应获得优价，但一
些农民却陷入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好
价格的困扰。“我们公司的品牌香蕉
早就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但是在一

些水果批发市场，我们的香蕉与其他
香蕉混在一起卖，根本看不到我们的
品牌和绿色认证的标识。”广东尖峰
岭香蕉公司负责人吴建川说，自己的
香蕉外观好、口感好，也通过了绿色
食品认证，但是“绿色”农产品的价值
在市场流通环节一直难以体现。

农业农村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
司长张天佐说，农业绿色发展看似是
资源环境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
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觉主动把生态
环保放在重要位置，激发全社会发展
绿色农业的积极性，一方面要靠补
贴，另一方面要靠市场。财政、农业
等部门已出台文件，要求增量资金重
点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倾
斜。今后将加快制定相应政策，推动
科技研发、项目投资等主要投向绿色
发展等方面。

“市场+科技”助力生态农业

让绿色农产品生产者得
到足够高的回报，并加快已
成熟绿色技术、绿色品种的
示范、推广和应用

用绿色理念发展农业，要求在
投入品使用、产地环境保护、生产
方式、支撑体系等方面要有一系列
深刻调整。业内认为，增加优质绿
色农产品供给，除了完善制度设
计，当前迫切的是要从市场和科技
两方面发力。

增加绿色供给要靠市场。据有
关部门市场调查显示，当前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监测面积已超过2亿亩，约
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0%；绿色食品
比普通农产品价格平均高出 10%至
30%，有机农产品要高出 50%以上。
与增产导向的农业相比，绿色农产品
的生产成本更高。要让生产者有发
展绿色农产品的积极性，就必须让他

们得到足够高的回报。
如何让消费者愿意为农业绿色

化埋单？“经验表明，培育品牌、为产
品贴上绿色标签是可行路径。”中国
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说，绿色
农产品要保持好口碑，必须做到标准
科学先进，产品质量过硬，真正成为
消费时尚。同时着力培育和保护农
产品品牌，让品牌成为绿色优质的担
保。“只有让广大消费者获得满意的
消费体验，愿意埋单，才能使企业和
农户通过发展绿色农产品赚钱，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增加绿色供给要靠科技。过去
一个时期，农业科技成果更多服务于
产量提升目标，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
的科技创新和推广相对不足。以轮
作休耕试点为例，其不单单是种植作
物的变化，还涉及污染耕地修复治
理、地下水超采压减、耕地质量保护
提升等，尽快应用节约与高效并重、
修复与治理结合的技术模式是难
点。面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农业科
技进步的潜力还很大，可以形成很多
新的增长点。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
西元认为，要鼓励科研单位、高校、企
业等协同开展以农业绿色生产为重
点的科技联合攻关。在农业投入品
减量高效利用、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尽快取得
一批突破性科研成果。完善农业绿
色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加
快已成熟绿色技术、绿色品种的示
范、推广和应用，推动绿色生产方式
落地生根。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历程，
都是从最初追求产量为目标转向生
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如今，
我国农业生产也正在向这一方向迈
进。随着农业经营和资源利用方式
的转变，未来农业的绿色底色将
更亮。

我国农业发展从追求产量转向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

推动绿色生产方式落地生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当前，我国正在掀起一场关乎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变革。但由于农业投入品的绿色补

贴仍显不足，以及“绿色”农产品的价值在市场流通环节难以体现等因素，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还面临

不少困难。下一步，要从市场和科技两方面发力，推动绿色生产方式落地生根

“以前，乡里没有交警，我们这
的驾驶员违反交通法规时有发生。
当地人特别好客，聚一下总要喝上
两杯酒，有的人喝了酒还去开车。
现在乡里有了交警，大家都不敢喝
酒了，习惯成自然，只要开车，就不
去沾酒。”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雷山县方祥乡陡寨村驾驶员杨
忠良说。

黔东南州境内山高、谷深、路
窄、弯急、道路基础耐性差，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
村公路里程增长了、车辆多了、驾驶
人 多 了 ，交 通 事 故 也 不 断 增 多 。
2013 年，黔东南州委、州政府决定
在全州 16 个县市设立农村片区交
警中队，每个中队设中队长和指导
员各 1 名，每 100 公里配备 3 名协
勤。目前，全州建立起了64个农村
片区交警中队，共有 60 名民警和
990余名辅警坚守在岗位上。

农村交警中队主要工作职责是
维护农村道路交通秩序，指挥、疏导
交通；纠正、处罚交通违法行为；预
防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执行道路交通保卫
任务；打击车匪路霸；先期处置公路
上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事)件；开展
摩托车办牌办证等车管业务。

在黔东南农村建立交警中队是
创新之举，没什么经验可借鉴。为

此，各县市政府多次召集联席会议，
专题研究中队筹办工作。

可是在群众眼里，交警就应该
待在城里，跑到乡下来干什么？起
初，群众并不配合交警的工作。

剑河县交警大队农村片区二中
队队员周彰科回忆起到中队工作第
2年遇到的一件事：那次，中队组织
到南哨乡开展交通违法整治，队员
们设卡查无牌无证摩托车时，迎面
驶来了 4 辆未成年人驾驶、后座还
载着一两个人的摩托车。周彰科立
即打手势让他们停下，他们却强行
冲关，导致周彰科右手脱臼。“现在
辖区的交通秩序比以前好多了，只
要我们的工作能得到群众认可，过
去那点伤算不了什么。”周彰科说。

“农村交警中队除了中队长和
指导员是正式民警外，队员们都是
通过县里公开招考进来的工勤人
员，但在当地群众的眼里他们是‘辅
警’。所以，中队成立之初，工作很
不好开展，现在他们的工作渐渐得
到了群众认可。”黔东南州交警支队
支队长梁吉钢说。

如今，农村交警队伍越来越受
到群众支持，被称为“安全守护神”。

记者了解到，黔东南州的农村
交通管理模式在贵州省尚属首例，
5 年多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取得
了可喜的成效，农村道路交通事故
明显下降。

贵州山村有了交警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唐光新

河南省唐河县黑龙镇大朱庄村，农民将小麦秸秆装车。唐河县形成“企业田间免费拾捡+每吨300元地头现金收

购+统一外调加工”的秸秆利用新模式。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现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
项目可不少。”近日，在湖北省老河口
市袁冲乡下四河淤村，村党支部书记
王修庆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光伏发电今年可收入10多万元，
村集体资源的再发包可增加5万元，
与河南南阳艾情专业合作社合作种
植了 75 亩艾草，也能收入 15 万元左
右。“村里还发展了150亩黄桃项目，
依靠这个项目，3年后村集体经济收
入将翻番。”王修庆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下四河淤村是老河口市的重点
贫困村，过去，这里种粮望天收、经济
无特色、集体无收入。今年初，老河

口市决定以开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项目和村庄环境整治拉练评比为抓
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老河口市委书记郑德安说，
全市各乡镇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的办法，以增强“造血功能”为着
力点，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积极探索
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

与此同时，老河口市把“三资”清
理作为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基
础工作来抓，以乡镇为单位，以村组
为主体，摸清集体家底，规范经营管
理，夯实了发展基础。如薛集镇薛集
村通过清理“三资”成立了老河口市
拥民农业有限公司，积极引进艾草种

植技术，投入100万元流转土地400
亩发展艾草种植产业，安置当地农民
100 多人务工，带动本村贫困户 48
户118人精准脱贫，可实现村集体增
收 30万元。目前，该市 10个乡镇办
共清理拖欠租赁资金780多万元，通
过重新发包新增集体经济收益 560
多万元，53个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
下的村全部突破5万元。

老河口市还出台了 《关于严格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推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的意见》，加大正向激励和反
向约束，市财政出资1000万元撬动
金融机构授信 1 亿元信贷资金，并
投入 500 万元用于贷款贴息，整合

各项涉农资金，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项目发展。如李楼镇张庄村借势美
丽乡村建设，把山水、人文、农业
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他们大力发展油牡丹种植、渔
业观光、苗木栽培等产业，探索

“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模式，
打造省级绿色示范乡村，实现家园
洁化、村庄美化、农民富裕，村级
集体每年增收31.8万元。

2017 年，老河口市村级集体经
济经营性收入达 3122.32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1064.46 万元，同比增
长51.73%。

湖北老河口

“八仙过海”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冯 雨

近日，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

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发布《关

于开展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工作的通知》提出，今年要在

全国培育一批能够发挥典型带动作

用的示范县，农村电子商务在农村

产品上行、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便

民服务等方面取得有效进展。示范

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村和整体行政村

电商服务覆盖率将达到 50%左右，

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等增速有望高于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

近年来，作为乡村振兴的加速

器，电商在推动农村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原

本“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土特产借助

电商渠道走向了城市。比如四大

“中国淘宝村”之一的浙江临安白牛

村，以山核桃和其他坚果为主营业

务，淘宝店从最初的三四家发展到

70多家，年电商销售额达 3.5亿元，

带动了村民致富，增加了村民就业。

但是，从总体上看，与城市的电

商普及率相比，电商进村仍然面临

诸多难题，尚需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是农村电商规模小而散，面

临“导流”难题。由于农产品具有季

节性、区域性等特点，供货不像工业

产品那样稳定，加之分散在广大农

村，难以形成经济规模，即使在网上

开店，也很难迅速找到合适的买

家。二是农村电商物流成本较高。

当前，快递网点在广大地区已经深

入布局到了乡镇，但一些偏远的行

政村还没有网点覆盖，导致农村电

商即使有订单，也会面临无人运或

运费高的难题。三是农村电商缺少

人才。尽管去年农村网民同比增长

4%达到 2.09 亿人，但其中懂网络、

会电商的极少，导致农村地区网店

少，农产品上行困难。

对于电商进村“最后一公里”面

临的难点，需要综合施策，政府、企

业、农民多方共同行动加以破解。

首先要打造农村电商多元化供

应链。加强农产品分级、包装、营

销，加快补齐产地预冷、初加工配送

等基础设施“短板”；支持农村产品

的标准化、质量认证、品牌培育、质

量追溯等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支持

建设县、乡、村三级具有服务农村产

品上行功能的物流配送体系。其次

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发

挥公共服务中心枢纽作用，合理统

筹区域农村电子商务运营、物流、培

训和助农扶贫工作，探索“公共服务

中心+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合作

社、“供应链企业+贫困户”等帮扶

机制，切实增强服务体系可持续发

展能力，使农村电商能够形成一定

规模效益。此外，还要加强培训工

作，对基层党政干部、合作社社员、

返乡农民工、农村创业青年、驻村第

一书记等根据需要开展电子商务培

训，使农村有一批懂电商、会电商的

干部和致富能手，方便农民把农产

品就近通过电商销售出去。

随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工作的逐步推进，在中央财政资金

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在推动农村电

子商务方面必将产生更多经验和案

例，为破解电商进村“最后一公里”

难题提供更多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