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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当乡村振兴“门外汉”
□ 子 涵

刘世琦教授（右）查看大蒜长势。 （资料照片）

“有绿色种植才有金色收获”，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日前
向经济日报记者表示，通过种植结构
调整，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我国在构
建绿色种植制度方面取得了积极进
展。他表示，农业发展既要遵循经济
规律，也应遵循自然规律，当前正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种植制度。

风吹麦浪、稻禾飘香，这是许多
人印象里的种植业。业内认为，建立
绿色种植制度，不仅体现栽培方式内
涵的拓展，更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融
入生产全过程。要加快形成资源利
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
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新格局，让
农业不仅生产粮棉果菜，还“生产”绿
色原野。

结构调整绿色化

过去，为保障粮食供给，一切措
施都是为了增产，特别是在“镰刀弯”
地区，大范围扩种玉米，玉米成为“铁
杆庄稼”。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
艺师吕修涛说，“镰刀弯”地区包括东
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
沙干旱区及西南石漠化区，在地图中
呈现由东北向华北-西南-西北的镰
刀弯状分布，是玉米结构调整的重点
地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以东北
地区为例，受比较效益等因素影响，
过去曾经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已变
成玉米“一粮独大”。随着玉米生产
快速扩张，资源环境约束与生产发展
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深度垦
殖，黑土层变薄，生态环境恶化。

调减玉米是产业所需，更是生态
所系。中国农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曾希柏说，必须抓住农产品供
给充裕的有利时机，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和资源利用方式，修复生态、改善
环境、补齐“短板”，实现绿色种植。
近年来，国家制定了《“镰刀弯”地区
玉米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和《关于北
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指导意
见》，指导各地构建用养结合的种植
结构、农牧结合的种养结构。

市场价格是结构调整的指挥
棒。2016 年，国家调整玉米临时收
储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
贴的新机制。2017 年，又将大豆目
标价格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生
产者补贴政策。今年，允许省级政府
统筹安排中央补贴资金，科学确定玉
米、大豆生产者补贴资金分配比例和
规模，要求地方将补贴资金向优势区
域集中。据统计，近年来，全国籽粒
玉米累计调减 5000 万亩，“粮改饲”
面积超过1300万亩。

“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例，从当
前看，要加快玉米去产能，增加饲草
料、小杂粮、特色林果供给，补齐生态

‘短板’；从长远看，要从根本上解决
人地矛盾，合理确定人口、产业发展
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农科院
农经所研究员王明利说，北方农牧交
错带是我国继牧区草原之后的第二

道生态安全屏障，要最终形成蓝天白
云相连、绿草果树相映的生产生态新
景观。

曾衍德表示，绿色种植制度推广
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也离不开生产性服务组织提
供绿色技术服务。按照《全国种植业
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 年）》要
求，优化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今年，力争水稻面积
调减 1000 多万亩，“镰刀弯”等非优
势区籽粒玉米面积调减500多万亩，
大豆面积增加1000万亩。

轮作休耕制度化

轮作休耕试点是绿色种植的积
极探索。从 2016 年开始，中央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部分地区开展轮
作休耕制度试点。两年累计试点面
积 1816 万亩。今年，轮作休耕试点
面积达到 3000 万亩，比上年增加
1800万亩。江苏、上海、天津等地省
级财政也安排专项资金，自主开展轮
作休耕。同时，加大对有机肥替代化
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的投入，
减 少 化 肥 和 农 药 投 入 ，保 护 生 态
环境。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创新了类型
多样的绿色种植技术模式。在轮作
区，实行“一主”与“多辅”结合。“一
主”是大豆，发挥大豆固氮养地作
用。“多辅”是薯类、杂粮杂豆、油料作
物、饲草等作物。在休耕区，实行保
护与治理并重。河北地下水漏斗区
实行“一季雨养、一季休耕”，休耕季
种植绿肥，防止地表裸露。湖南重金
属污染区采取治理和维护同步推进，
通过撒石灰、种绿肥做到边休耕边治
理，通过开沟渠、筑田埂做到边休耕
边维护。

“轮作休耕能不能制度化实施，
补助政策是重要保障。”财政部农业
司副巡视员凡科军说，轮作要注重作
物间收益的平衡，根据年际间不同作
物的种植收益变化，对轮作补助标准
科学测算，让不同作物收益基本相
当。休耕要注重地区间的收入平衡，
综合考虑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
农民收入、市场价格等因素，合理测
算休耕补助标准。大体上，一熟区的
休耕，每亩补助 500 元左右；两熟区
的全年休耕，每亩补助800元左右。

曾衍德说，今后要着力完善政策
框架，构建“由点到面”的推进机制，
逐步扩大试点区域和规模，使轮作休
耕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种植制度。
力争实现“三个全覆盖”，对东北地区
第四五积温带轮作全覆盖，对供需矛
盾突出的大宗作物品种全覆盖，对集
中实施区域内的新型经营主体全覆
盖。“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区域轮作休
耕，地方因地制宜自主开展轮作休
耕，形成中央撬动、地方跟进的有序
发展格局。随着轮作休耕长期效果
逐步显现、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农民就会自觉地开展轮作休耕，成为
常态。”

节肥节药集约化

走进地头，记者发现农民种地大
水大肥猛药的习惯变了，杀虫灯、粘
虫板、生物防治等越来越常见。为了
让农民更快接受控肥控药的新技术，
各地想了很多办法。江西定南县推
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推广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积极布置土壤监测
网点，定点跟踪耕地质量和肥力变
化。该县农粮局有关负责人说，力争
到2020年，全县主要农作物化肥、农
药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化肥
农药零增长行动成效显著。化肥农
药的用量少了。2017 年，农药用量
已经连续3年减少，化肥用量已连续
两年减少，提前3年实现了化肥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同时，化肥农
药的利用率高了。2017 年，化肥利
用率达到 37.8%，比 2015 年开展行
动之前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农药
利用率达到 38.8%，比 2015 年提高
2.2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我国化肥、农药使用
总量基数大、利用率偏低、结构不合
理等问题依然突出。曾衍德说，我国
人均耕地、淡水资源分别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每年
农业用水缺口 300 多亿立方米。工
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每年还要占
用耕地500多万亩，工业、生活、生态
用水与农业用水的矛盾更为突出。
因此，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节
水节药节肥是绿色种植的应有之义。

“要正确看待绿色种植，这绝不
是要退回到工业文明之前的传统农
业。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业，可以
少量存在，但难以成为现代农业的主
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
部部长叶兴庆认为，“现在我们所追
求的绿色种植，本质上是以科学技术
为支撑、以现代投入品为基础的集约
农业。化肥、农药并非洪水猛兽，关
键在于科学施肥、合理用药。”

“今年，国家选择 150 个果菜茶
生产大县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
还选择 150 个县开展全程绿色防控
试点。”曾衍德说，农业农村部将继续
开展国家节水行动和化肥、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完善技术模式，强化
技术扶持，力争农业用水量实现零增
长、化肥农药使用量保持负增长，厚
植绿色中国的种植业土壤。

破除资源透支、生态超载“紧箍咒”

加快推进绿色种植制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我国在构建绿色

种植制度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并且正在积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种植制度，力争形成资源利

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新格局

“冬前开沟、清除残根、穴施菌
肥、葱树混栽”，短短的 16 个字，对
于山东省莱州市金城镇大沙岭村王
林宝来说，却是字字千金。这是山
东农业大学教授毛志泉的课题组针
对苹果重茬障碍导致减产、死树的
关键问题，历经十几年系统研究总
结出来的“真经”，被列为山东省农
业主推技术。王林宝家的 10 亩老
龄果园在2011年就采用了该技术，
3年后开始结果，如今进入盛果期，
去年秋季专家测产5200公斤/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
是关键，农业高校必须走在前边，发
挥智力引擎和科技引擎的作用，当
好‘人才库’‘成果库’和‘智力库’。”
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告诉记
者，近年来，他们紧扣农村实际问题

“对症下药”，让最新的农业农技理
论知识在农业生产中落地生根。

日前，在临沂兰陵市芦柞镇芦
柞二村，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米庆华
课题组研发的 6 到 8 微米可降解地
膜在大蒜栽培中的应用验收现场，
种植户颜丙群的一句“我服了”逗乐

了现场的专家们。这种可降解地膜
在完成保墒保温任务后，3 个月后
可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
还能增产10％。

刘世琦教授的“大蒜新品种选
育与标准化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
术”成果，在山东金乡、江苏邳州、辽
宁海城等地建立出口大蒜示范基地
36万亩，累计推广 1500多万亩，繁
育优良蒜种近3万吨。

与羊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羊”
教授王建民，在地方羊遗传资源保
护、新品种培育及高效生产配套技
术等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在
他的推动下，山东省的小尾寒羊、崂
山奶山羊等被列入农业农村部年度
推广计划，已经覆盖全国20多个省
区，新增销售额近700亿元，让很多
的农牧民发了“羊”财，得到了真真
切切的实惠。

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徐剑波
表示，乡村振兴，科技先行，山东农
大从关系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小环节入手，做出了大项目，做
强了新产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大学教授乡间授课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翟荣惠

吉林省敦化市农技推广部门建立的大豆种植示范基地。敦化市是东北“产豆大县”，2016年6月份，国家出台探索

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产豆大县”在新希望中重振“粮豆轮作”。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眼下，“小龙虾”是许多“吃货”

感觉最嗨的那一口。小龙虾哪里出

产最多最有名？有的说湖北潜江，

有的说江苏盱眙。不过，谁当那个

“虾老大”并没有特别意义。有意义

的是，一只小小龙虾，怎么就串起了

那么长的产业链，成为当地乡村繁

荣、农民致富的“当家菜”？理清这

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与道理，对当前

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很

好的“窗口”效应和借鉴价值。

仔细探究“小龙虾”的成长路

径，无论在潜江还是盱眙，都有两个

共同特征。第一，“小龙虾”的成长，

起步之初具有鲜明的市场自发性，

是天然的市场力量推动“小龙虾”从

蹒跚爬行到畅游五湖四海。以潜江

为例，当地处于长江汉江水域，鱼虾

四季有，最初“小龙虾”由于外形等

原因并没有被“吃货”们广泛认可，

是少数人试探性地在餐饮上刻意调

色努力，逐渐获得认可，并随之有农

民、商人加入养殖行业，致食客越来

越多，乃成气候。

第二，“小龙虾”养殖、餐饮渐成

规模之后，政府“这只手”及时发力，

成功推动“小龙虾”香辣四方。从多

水的潜江，到临湖的盱眙，在“小龙

虾”名声日盛的时候，地方政府都适

时出手，从养殖规模、土地流转，到

品牌、品质、技术、运输等方面给予

全方位支持扶持，并不约而同地将

“小龙虾”作为乡村振兴产业、富民

产业、现代农业产业进行统筹考

虑。如今，仅潜江一地“小龙虾”源

头养殖年产值就超过50亿元，一二

三产业链产值至少超过300亿元。

这两个特征很生动地告诉我

们，一个农字号产业或者产品的兴

起与繁荣，需要两种力量、两个推手

形成合力。这两种力量，一来自市

场、一来自政府。市场是产业与产

品发展壮大的天然母乳，没有市场

需求支撑，产业发展就会要么苍白

要么虚胖要么完结；政府这只手能

有效地促成产业与产品在健康的环

境成长，规避仅靠市场无法解决难

以抵御的野蛮力量。放眼今天市场

上鲜艳盛开的各色农产品产品品

牌、地域品牌，概莫如此。

深刻把握这两点，对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现在各地都在探讨、实施

乡村振兴，或制订规划，或付诸行

动，都希望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先

行一步，收获硕果。不过，在各种行

动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就是

忽视市场作用，简单依靠行政推动

来追求显性效果。明明本地不具备

推行某一产品的地理基础、技术基

础、心理基础，但习惯于统一规划、

项目推进，程序上又缺乏引导鼓励

的细心和以点带面的耐心，结果虽

怀好心却遭遇市场冷遇、农民反对，

吃力不讨好。这样的例子太多，很

多地方都有过，而且还在不断发生。

按理说，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

心，大家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

有明显变化，为什么一涉及具体问

题，尤其是在乡村问题上常常会犯

简单化、片面化错误？这里面除了

政绩观、责任担当等方面原因，还有

一个长期忽视的问题，就是在乡村

问题上许多人其实是“门外汉”。由

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多数干部是农

村出身或者与农业打过交道，谁也

不把自己当“门外汉”，甚至也不认

为“三农”问题有多少技术含量或者

专业门槛，因而常常导致一些干部

在乡村问题上自以为是、简单粗暴。

乡村振兴是个宏大战略，也是

一项技术活，需要方方面面深入调

查、扎实思考、通盘规划。在“三农”

问题上，既要提倡敢为敢干的担当

精神，也要提倡能为会为的专业精

神，让两只手真正发挥好作用。只

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农字号“小龙

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脱颖而出。

一片片生态茶托起致富新希
望，一朵朵食用菌催生富民之花，一
枚枚绿壳蛋孵出致富梦想……在贵
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的乡村，希望在不断生长。

建基地、扩规模、创品牌各项工
作快速推进，少不了资金保障。为
破解产业发展“差钱”难题，近年来
印江整合涉农资金、用活产业子基
金、聚合社会资金，实现多个渠道引
水，一个龙头放水，金融“活水”精准
浇灌多彩产业。

时下的印江朗溪镇三村村，令
人耳目一新。“群众奔小康的信心更
足了，村里发展的实力更大了！”村
第一书记任林说，去年村里依托生
猪代养、蛋鸡代养和经果林苗圃种

植，集体经济收益27万元。
三村之变，得益于印江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培
育工程。去年，为破解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难题，印江县从整合的涉农资金
中拿出 10777 万元支持贫困村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开展因户施策
发展产业，保障贫困户稳定脱贫。

印江财政局农业股负责人说：
“通过整合资金，将不同渠道、不同
用途的财政涉农资金归集捆绑、统
筹使用，解决资金安排‘碎片化’，着
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过去种玉米一年忙到头赚不
到 钱 ，现 在 种 蘑 菇 亩 产 翻 了 十 几
倍。”印江木黄镇凤仪村村民石军辉
收入翻番，得益于龙头企业带动。

2017 年，入驻印江木黄食用菌
园区的劲嘉集团获得 2.25亿元扶贫
产业子基金支持，快速推进 10 万平
方米现代化农业智能大棚建设，并
采取“龙头企业+集体经济+农户”模
式，带动当地贫困户发展食用菌，石
军辉在公司提供的大棚里种了5000
棒香菇，仅半年就卖了 1500 斤鲜
菇，赚了6000多元。

木黄镇镇长安益志说：“去年木
黄镇 340 多户农民因菌增收致富。
我们将用好用活扶贫产业子基金，
进一步壮大食用菌产业。”

去年以来，印江扎实做好省级
脱贫攻坚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的申
报和投放工作，目前获银行批准投
资项目12个，获批金额11.561亿元，

投放金额3.52亿元。
2017年，在外打拼多年的余勇带

着积蓄回到家乡板溪镇柿坪村，与其
他6名青年筹资35万元，成立土鸡养
殖专业合作社，发动村民通过资金或
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发展土鸡养殖，
带动68户243人稳定脱贫。

用内资、引外资、撬民资是印江
产业发展资金筹措的重要举措。去
年，板溪镇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每
个村拨付30万元作为扶贫产业发展
启动资金，集聚村两委干部入股资
金、贫困户“精扶贷”、集体经济入股
资金等解决产业发展“差钱”难题。
2017 年，板溪镇产业发展总投资
1400 万元，实际运转过程中周转金
仅用了840万元。

贵州印江破解产业发展“差钱”难题

多渠道引资，多产业出彩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左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