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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智能连栋温室里的自走式双臂

喷灌车正在喷灌作物。

（寿光市委宣传部供图）

“十四五”时期，中小规模

种植户的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

农业最主要的经营方式。中小

规模种植户主要包括传统小农

户以及中小规模家庭农场等，

他们从事粮食种植面临一系列

难题与挑战：一是中小规模种

植户生产条件下的土地经营规

模较小、细碎化程度较高等因

素导致耕、种、防、收等环节难

以实现大型机械化作业；二是

中小规模种植户分散购买农

资、农机等生产要素，不具有价

格谈判权或选择权，造成了农

业生产的高成本，甚至有购买

到假农资的风险；三是分散的

中小规模种植户不能完全组织

起来对接大市场，只能作为被

动的市场价格接受者；四是中

小规模种植户的风险规避思想

浓厚，不能客观及时地采纳现

代农业科技，使得农业科技的

发展成果不能广泛运用到现实

的农业生产中去。

鉴于中小规模种植户的

家庭经营存在种种弊端，“十

三五”期间，多个省份实践了

将中小规模种植户引入现代

农业发展轨道的农业生产托

管模式。从具体实践看，农业

生产托管模式通过服务的规

模化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问题，

通过“统买统卖”解决了节本增效问题，依托现代化

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解决了现代农业科技精准落地问

题。对于推动我国农业提质增效、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均具有显著成效，应该

进一步加大发展力度。

一是这种方式能够激发农业生产力，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农业生产托管模式通过服务的规模化，将传

统小农户或中小家庭农场的土地整合，实现服务的规

模经济，再次激发农业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

时，托管组织特别重视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引入农

业生产过程中，能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

二是农业生产托管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组织化、

集约化经营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实现节本增效。

三是可提高农户的组织水平，小农户可以对接大

市场。农业生产托管组织一方面通过统一提供服务的

形式将农户组织起来，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解决单个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统一服务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使农产品做到优质优价。

四是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助力农业绿色发

展。全程的农业生产托管，通过统一品种、统一耕种、

统一供药、统一防治、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统一收割、

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出售等，一方面做到科学化

种田，减少化肥、农药、农膜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收

购农产品的相关标准，倒逼化肥、农药、农膜的标准化

生产及使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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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第一个月，寒潮可真不少。特

别是 1 月上旬的极寒天气让我国中东部大部

分地区“冻得哆嗦”，不少地方最低气温降到

零下 18 摄氏度至零下 20 摄氏度。天气变冷

了，不少城市的菜价却在“升温”，不少人产生

疑问，又是低温又是大风大雪，我们的蔬菜基

地受影响大不大？极寒天气会不会持续影响

菜价？带着这些疑问，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我

国重要的蔬菜生产、销售大省山东实地探访。

寿光市位于山东省中北部，有“中国蔬菜

之乡”的美称。“1月 7日前后，寿光市出现大范

围降雪、降温天气，但棚里的农作物基本没出

现冻害。”寿光市田柳镇朱家庄子村菜农朱烈

玉在西红柿大棚里告诉记者。大棚里的西红

柿长势十分喜人，浓翠欲滴的绿叶掩映下，三

个一团、两个一簇地挂满枝头。朱烈玉告诉

记者，降雪、降温前，他们已经收到寿光农业

农村局下发的可行性操作方案，农技专家到

田间地头和蔬菜大棚给予农户作物御寒专业

指导。此外，雪后光照充足，棚内气温回升较

快，对蔬菜生长方面影响不大。

稳供保价方面，寿光市商务局积极协调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通过客户资源优势

和市场集聚优势，加大蔬菜品类及供货量调

配力度，引导商户提高到货量，保障“菜篮子”

供应。同时，鼓励物流园利用闲置库房、冷库

等加大蔬菜储备，切实保障恶劣天气期间的

蔬菜充足供应。

位于山东省西部的聊城市莘县也是蔬菜

主产地。据了解，2020 年莘县实施了农业农

村部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全县 27 个

规模农场建设机械冷库总库 容 达 1.6 万 余

吨。“冷库内储存的蔬菜是香菜、西兰花，主要

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大中城市，从

目前的储存量看，预计 1 月底完成出库。”莘

县河店镇鑫鸿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善

广说。

“目前，莘县供应的蔬菜主要有韭菜、西

红柿、黄瓜、西葫芦、茄子、圆椒、尖椒、芸豆

等，日产量在 5000吨左右。此外，全县恒温库

内储存有山药、圆葱、大蒜、香菜等蔬菜 10 余

万吨，足以确保蔬菜常年供应。”莘县农业农

村局多种经营股负责人苗纪忠表示。莘县共

建设了高效集约温室 30 万亩，保证了在极寒

天气下蔬菜能够正常生长。

“我这一车货大约有 8 吨，下午发往河

南。”莘县十八里铺镇新思园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超介绍，极寒天气下收购量和销

售量相比往年同期均没有降低。

山东临沂市兰陵县有“山东南菜园”之

称，主产的蔬菜直供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城

市。天刚蒙蒙亮，位于兰陵县向城镇的家瑞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已是一片忙碌景象。冬

春大棚黄瓜、辣椒大量上市，五六个小时后，

这些农产品将一路南下。

“天气寒冷，对黄瓜等适宜温暖环境生长

的蔬菜确实有一些影响。”兰陵县家瑞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存介绍，当前的低

温天气将黄瓜的生长期延长了 5 天至 7 天，并

且价格与往年相比也有抬头的趋势。目前，

合作社在电商平台日均接单量 3000 余单，销

量 1万多斤，与往常日均接单上万、发货超过 5

万斤相比有一定差距。

为降低严寒天气影响，兰陵县积极组织

农技人员加强技术指导，确保冬春蔬菜正常

生长，保障寒冷天气下长三角地区的蔬菜供

应。目前，兰陵县在田蔬菜面积 75万亩，上市

面积 15 万亩，可供应市场的包括黄瓜、茄子、

丝瓜、西红柿、食用菌、莴苣等蔬菜，日上市量

超100万斤。

1 月 7 日，位于山东南部的枣庄最低气温

达零下 16 摄氏度，在鲁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蔬菜批发区域，刚发完一批货的菜商陈大姐

告诉记者，寒冷天气导致来她这里进货的人

少了近三分之二。对于降温是否对蔬菜批发

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现场的几位菜商均表

示，变化不大。

寿光市鑫成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荣

俊从事蔬菜收购多年，他介绍，由于各项技术

措施和农户生产手段应用到位，蔬菜生产受

到的影响不大。对于近期蔬菜价格情况，王

荣俊表示，他的合作社主要以收购西红柿为

主，从西红柿价格来看，寒潮前后没有较大

波动。

寒潮天气期间，山东省级及各地市级农

技部门及时深入田间指导，排查老旧温室骨

架、加温用炭用火等生产风险隐患，指导农户

多层覆膜、温室前底脚增设保温被、加温设备

调控设施内温度、湿度和光照，同时指导农户

科学施肥灌水，做好病害防治，针对受冻的蔬

菜，叶面及时喷施氨基酸、生物菌剂等，促进

植株恢复生长，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目前来看光照比较充足，未出现长时间

寡照天气，低温和大风大雪天气对山东设施

蔬菜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总体生产

及供应受影响程度不大。”农业农村部蔬菜专

家指导组成员高中强研究员说。

对于部分蔬菜价格呈现一定幅度上涨，

高中强认为，一是受寒潮天气影响，部分大棚

的蔬菜遭受低温冻害，蔬菜上市品种和产量

减少，导致部分蔬菜价格上涨；二是运输受限

或运输成本增加所致，恶劣天气造成一定时

期内交通运输不便，影响蔬菜长途运输，且部

分叶菜类蔬菜不易储存，运输损耗大，储存和

运输成本增加，助推蔬菜价格上涨；三是由于

临近春节，菜价呈现节日性上涨。“随着天气

条件利好，南方时令春菜涌入北方市场，春节

后蔬菜价格会逐渐回落。”高中强说。

记者探访山东多处蔬菜产业基地稳供保价情况——

极寒天气频发极寒天气频发，，““菜篮子菜篮子””还稳吗还稳吗
本报记者 王金虎

1 月 4 日，燕山深处的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

王家楼回族乡东庄子村气温降到了零下 20多摄

氏度。工作人员在严寒中布线安装 1小时后，童

生海一家看上了有线电视，用上了广电宽带。

“我们这里离县城和乡镇都很远，很多人外

出打工，我也携家带口在北京工作。没想到元旦

回来头天打电话提出申请，第二天就上门安装好

了。”童生海说。童生海家快速实现电视及宽带

的互联互通，是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怀来分公司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惠农行动

的一个缩影。据该公司经理杜玉泉介绍，过去 3

年里，怀来县实施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户户通”

惠农工程后，有线电视用户由 1.65 万户增加到

7.59万户，广电宽带用户由 4124户增加到 2.21万

户，分别净增3.6倍和4.36倍。

攻坚克难实现“户户通”

怀来县地处燕山山脉北侧，总面积 1801 平

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面积 1199平方公里，占

全县总面积的66.6%。全县分布着海拔千米以上

的山峰 40 多座，域内 25 万农村群众交通、通信、

娱乐等均受到影响。怀来县委、县政府将有线电

视和广电宽带“户户通”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

要部分，与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怀来分公司密切配

合，全面打通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惠农“最后一

公里”。

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要实现“户户通”，基础

设施建设是关键。怀来县政府和河北广电网络

集团怀来分公司对 3 年完成全县 17 个乡镇 279

个行政村的光纤线路铺设目标制定详细规划，并

做到目标到点、责任到人，力求完成一处，销账一

处。通过省、市、县三级多方筹资共投入 5324.18

万元，开始了 1300公里干线、3000多公里支线光

纤线路铺设的全面攻关。

前往怀来县官厅镇幽州村的道路是一条仅

有 3 米左右宽、悬挂在半山之间的公路，上面是

高耸入云的山峰，下面是陡峭的悬崖。河北广电

网络集团怀来分公司副经理师广云说：“网通工

程施工难度最大的就是幽州村，全村 400多户村

民分布在永定河峡谷深处 8平方公里范围内，这

里离县城 60 公里，离乡镇 30 多公里，其中有 20

公里道路是山间壁挂公路。整个线路架设要翻

越4座千米高山，跨越峡谷10多次。”

王家楼回族乡东庄子村的“户户通”工程是

整体工程的收官之战。工期被安排在 2020年年

底，开工后不久突遇寒流，当地气温一下降到零

下 21 摄氏度。工作人员经常需要脱掉手套施

工，手上生出冻疮仍坚持奋战，终于在 2021年元

旦前完成了光纤主干线的架设任务，实现了全县

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由“村村通”到“户户通”的

圆满过渡及农村家庭应通尽通的目标。

减费降负实现“户户惠”

2020年春节即将到来时，怀来县海拔最高的

村庄——孙庄子乡万庄村不仅接通了有线电视

和广电宽带，乡里还通过电视传达了县里推进有

线电视全覆盖项目情况，以及有线电视全免收视

费用公告。不少村民新购或更换电视，节日期间

家家户户看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高

清节目。

“我们实施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村村通’工

程，不仅要做到网络设备上的有效联通，还需要

做到实际生活中的有效联通。采取切实措施将

农民群众的使用资费降下来，让他们最大程度地

享受惠农政策。”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怀来县委书记孙晓函说。

怀来县把打通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网络惠

农“最后一公里”的第二个重点放在减费降负

上。该县出台措施大力实施资费调整。怀来县

由财政每年拿出专款 951 万元，以每户 150 元的

标准帮助农民代缴有线电视收视费，让广大农民

群众免费看上频道齐全、画面清晰的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覆盖率以年均 1 倍以上速度增长，3 年

间突破了发展7.5万户的预定目标。

“在县里加大有线电视补贴力度的同时，公

司也加大了企业惠农力度，充分发挥一网多用优

势，全面调整广电宽带资费。公司规定全县宽带

年费统一价格为 50 兆 108 元、100 兆 168 元、200

兆216元。”杜玉泉说。

赋能增效实现“户户乐”

燕山深处冬季的夜晚静谧安详，劳作了一天

的人们已进入梦乡，怀来县官厅镇石片村党支部

书记马帅青却还在广电宽带电商平台上忙碌着。

“晚上在网店卖杏干，销量比白天高三成。

每天都能卖出上百斤杏干，每斤售价在 30元左

右。”马帅青说，他也是当地有名的甜杏种植加

工达人。当地盛产石片黄杏，由于交通和信息

不够发达，农民难以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自从县里启动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惠农行动，

他们用新开通的广电宽带在村里举办了一届

“杏好遇见你”宣传活动，吸引了周边上千名游

客到村里采摘石片黄杏。在广电网络搭建的平

台上推介特产后，2020 年全村产出的 8 万斤黄

杏中，一半多被游客现场采摘购买，三分之一

通过网络平台向外销售。通过网络赋能增效宣

传，石片黄杏名声大振，售价由过去每斤 4 元

左右上升到每斤 8 元至 10 元，让全村各家平均

纯收入达5万元以上。

怀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军表示，“要打通

‘最后一公里’，还有一个方面不可或缺，就是有

线电视和广电宽带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全

面推动它们赋能增效，让群众从看电视到用电

视，实现从使用其享受文化娱乐活动到用其促进

学习、生产、消费、医疗等方面的全面转变”。

在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怀来分公司演示大厅，

工作人员打开有线电视界面，记者发现这里已融

合了智慧党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课堂、

电子商务等多个板块的内容。通过这个系统平

台能够实现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会议、远程

销售等多种功能。

怀来县桑园镇党委书记乔建军说：“有线电

视和广电宽带有机结合，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便

利。我们在乡镇平台上设置了乡村振兴本地化

6 大板块，细化出 30 个子栏目，其中的乡音直播

功能让我们完成了数十场直播活动。智慧医疗

进农家、特色产品网上销售也逐步实现。”

怀来县瑞云观乡坊口村党支部书记宋跃武

告诉记者，全村 130 多户农户几乎家家安装了

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村民不仅用它看电视、

上网、购物，还用它来销售农产品、发展农家

乐。目前全村有 24户农民将自己的房屋改造成

新民居，2020 年共接待游客超千人次，创收超

20万元。

就是通过这种“户户通”“户户惠”“户户乐”

的接力实施，怀来县有线电视和广电宽带惠农

“最后一公里”得到了最为有效的融通。这一行

动在让广大农村群众获得实惠的同时，其成功经

验也获得了群众认可。河北广电网络集团张家

口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增群说：“目前张家口市的

各个分公司已在全面推广怀来有线电视和广电

宽带惠农的经验，力求全市在电视网络惠农方面

取得更大成效。”

“ 户 户 通 ”连 通 村 民 多 彩 生 活
——河北怀来县打通电视网络惠农“最后一公里”

□ 本报记者 宋美倩

怀来县地处燕山山脉北侧，受地域条件影响，当地村民鲜少有宽带用户

和有线电视用户。当地政府与企业携手打通电视网络惠农“最后一公里”，村

民们看上了有线电视，用上了网络，丰富了文娱生活，拓宽了收入渠道。

本版责编 王薇薇 于 浩

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怀来分公司员工正在

安装网线。 高 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