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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是不是真的能够保底，农民能及
理念等，
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
时按股份红。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人们越发寄予
“土地经营权入股，按照‘三权分置
厚望。
’的政策底线，遵循同权同股，只要农民
“过去很长时间，广大农村缺少资
土地入股，就应该是同股同权的。”谢逸
金、技术、人才等，导致农村发展滞后、
枫说，当然，也要因地制宜，要严禁非农
农村基础设施也跟不上。”李国祥说，要
土地入股。
“ 土地入股必须坚守 18 亿亩
实现乡村振兴，的确存在巨大的资金需
耕地红线的底线，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会
求，迫切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把农地非农化，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是
正是基于此，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
底线，
不能破的。
”谢逸枫说。
会议发出了“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
乡村振兴是重点
村振兴”的强音，各地也出台一些鼓励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
乡村建设的举措。对于社会资本而言，
委、文化和旅游部等 17 个部门近日印发
无论以何种形式下乡，都必须尊重农业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
发展规律，认识到农业项目投资大、周
意见》(下称乡村旅游意见)，旨在对我国
期长、见效慢等特点，防止因急功近利
的乡村旅游产业进行全面升级。
出现
“半拉子”工程。
那么，
《乡村旅游意见》究竟有哪些
未来几年，乡村的发展空间还有多
政策红利？记者查阅看到，对创业者来
大？有专家称，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
说，最直接的政策红利：一是金融支持，
略”之后，会拉动大量资本下乡，预计投
二是用地保障。
资热度至少 10 年以上。
金融方面，
《乡村旅游意见》规定，
继续推广土地入股
将由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银
土地对我国大局稳定有着四两拔
保监会分工负责，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
千斤的作用，农村更是如此。
信贷支持，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让亿万农民吃下土地权利的定心
款、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杜兆勇
丸。”12 月 29 日，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
建议，对于乡村旅游项目，要降低贷款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宝玉在人大新闻
门槛，
简化贷款手续。
发布会上表示，
“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
用地方面，
《乡村旅游意见》指出，
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
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要探索以出
度创新，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
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
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
和农房，按照用地标准，改造为乡村旅
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流转承
游接待和活动场所；支持利用工矿废弃
包地的经营权，
由他人经营。
地、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开发乡村旅游。
“农地入股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种
为 振 兴 乡 村 ，资 金 方 面 已 开 始 发
方式，要鼓励、要支持，但要体现利益共
力。
享，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要下大力气解
记者了解到，自 2018 年开展的资
决农村中的不平等，给所有农民平等待
本下乡，今后还会加大力度。
“整村流转
遇。”杜兆勇说，农民以自家承包地的
上土地，投资动辄上亿元，业态涵盖种 “经营权”作为股份，入股合作社或者农
养、食品加工、农业综合体……”最近几
企，并以此为依据参与利润分红。土地
年，社会资本下乡越来越多，给农村带
入股有利于合作社、农企、专业大户、家
去新的技术、新的经营模式和新的管理
庭农场等集中经营，也方便农户参与到

农业现代化中，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正是基于此，国家发改委、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等六大部门已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土地
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
的指导意见》
（下称入股意见），旨在进
一步在全国推广
“土地入股”
。
《入股意见》指出，推行土地入股的
过程中，要严格保护农民的承包权，任
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取代农民的土地
承包地。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农企
或合作社，入股期限不能超过土地承包
剩余期限。
土地入股有没有风险，农民的收益
怎么保障？入股后农企或合作社效益不
佳，这时候农民怎么办？对此，国家也有
充分的考量——《入股意见》提出，为了
防范土地经营权入股风险，各地一方面
要积极探索“保底受益”等保障模式，不
管企业、合作社效益如何，但都保证入
股农户的利益。相比条件较落后的农
村，农民可以先以出租的形式流转土
地，等农企或合作社效益稳定之后，再
正式入股。
按照现有政策，农村土地经营权放
开了，允许农企、合作社等组织以吸纳
农民入股的形式集中土地，但土地集中
连片后，必须严格按照土地性质搞农业
项目，不得私自改变土地性质。
“必须严
守红线，入股的土地不得搞非农项目，
不得搞房地产建设。”杜兆勇说，支持土
地入股，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没人
干农活的方法之一。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植
土地，一出门打工就是七八年，回到家
乡不会种地。”四川一家合作社的负责
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未来
种地的人还会越来越少，但谁来保证粮
食供应，农民土地入股是一个较好的方
式，既解决无人种地的问题，农民的收
入还得到了保障。
（据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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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镇邦道村草莓园红艳草莓个大味
甜，亩产量可达 6000 斤，主要供应本地市场。
姜新春摄

元旦刚过，一个好消息从
南京传来，省农业农村厅新近
发布 2018 年度全省“一村一品
一店”示范村名单，我市又有 6
个村（社区）榜上有名。至此，全
市总共有 32 个村获此殊荣，更
有 4 个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称号。
最近几年来，我市围绕创
建国家及省“一村一品”示范
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工
作目标，充分发挥“优质粮油、
瓜果蔬菜、四青作物、现代渔
业”等四大主导产业优势，按照
国家和省确定的“一村一品”模
式，积极引导农民及时调整农
业结构，借助农村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规模家
庭农场，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
链，使之成为强村富民工程的
又一抓手，进而促进“一村一
品”示范村不断向规模化、专业
化、集约化转变，起到了打造区
域特色品牌，活跃农村经济，促
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的积极作用。
走马观花于全市涌现出的
一个又一个“一村一品”专业村
和示范村，所见所闻除了村庄
兴旺、经济繁荣，更有广大农户
鼓起钱袋子后的欣慰笑脸。
正值虾蟹起捕时节，记者
来到黄海滩涂公司所在地的东
海镇兴垦村，只见黄海岸边水
天一色的万亩池塘里，许多养
殖户纷纷将丰收虾蟹捕捞出
水，随之装车销往全国各地。
“每亩盛产名贵脊尾白虾与梭
子蟹 200 公斤左右，产值突破
10000 元，可谓名声在外，品牌
响亮。”陪同采访的村干部自豪
介绍，全村 200 多个养殖户家
家通过养殖虾蟹走上了致富路。
兴垦由此于2014年成
为我市首个获得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荣誉的村。
走进 2017 年度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的王鲍镇庙桥村，只见这个以芋艿、山药、香芋等“地
产三宝”而出名的村庄里，村“忠辉果蔬合作社”的农
业工人们正将一根根笔直山药包箱外运。多年来，村
党总支部以忠辉果蔬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不断将品
质优异、口感独特的“地产三宝”推向市场，目前合作
社社员总数已超 500 人，播种面积已达 985 亩，总产
接近 2500 吨，亩均增收达到 8000 多元。提及已获南
通市著名商标的“庙桥牌地产三宝”及年年获得的丰
厚收入，
种植户们个个赞口不绝。
一个个国家和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虽产品
不同、做法各异，但最终目的都无不体现于农民增
收、产业兴旺、村庄繁荣。在 2018 年度获评“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的南阳镇元祥村，村八桥四青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 497 人，总种植面积达到
4000 多亩。由于实施了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采
收、统一标准，这个村出产的四青作物因其色泽鲜
绿、营养丰富、糯性好，而畅销江浙沪好几个大中城
市。全村 6 成农户从事四青作物产销，2018 年参与农
户户均增收达到 15000 元；在同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的惠萍镇果园村，该村则靠“几样”水果打出
品牌、助农致富。记者了解到，据了解，果园村连续十
几年致力于瓜果品种的改良与提纯，所注册的“东疆
乐”品牌远近闻名。去年种植面积已达 3000 多亩，品
种包含梨、桃、橘子、葡萄、琵琶和甜瓜等，全村 3000
多村民因此发家致富。在此基础上，该村最近 2 年还
从单一的瓜果种植拓展到乡村旅游，去年接待游客
超出 3 万人，呈现一派特有的繁荣景象。
“一村一品”，道道风景惹人醉。走进新近获得全
省“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的几个村（社区），所见所
闻同样精彩。只见惠萍镇南清河村将“一只”扣蟹做
成主打产业，百户农家齐致富；吕四港镇海渔村特色
紫菜加工形成规模，优质紫菜出口海外；南阳镇乐庭
村连片蔬菜基地优质蔬菜源源外销；启隆镇永隆社
区的千亩大棚蔬菜成为了上海市民的又一只硕大
“菜篮子”……
（姜斌 王小军）

——全市国家及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巡礼

2018 年 12 月 29 日闭幕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经验，研究落实明后两年“三农”
工作，
部署 2019 年农业农村工作。
《华 夏 时 报》梳 理 发 现 ，与 以 往 不
同，此次会议的重点是研究落实明后两
年“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之所
以是明后两年，是因为到 2020 年就要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了，而达
成这一目标最难的任务都在“三农”领
域，包括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社会事业、农村改
革等。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乡村振兴提
到战略高度，力度空前。”北京市京鼎律
师事务所律师杜兆勇告诉《华夏时报》
记者，农村最需要改革开放，给什么都
不如给好政策。
杜兆勇强调，首先要解决好人的问
题。城市要反哺农村，对流入城市工作
的农民工要政策倾斜，使他们呼吸到城
市包容的空气，不欠他们的薪水，对他
们要大胆使用，很多人学好本领回乡创
业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国家要出台政
策鼓励这类人。其次，工业反哺农业，农
产品加工业、涉农的化肥、种子、薄膜、
柴油、农机等要惠农不坑农，对于坑农
的要坚决打击。
“强的要扶弱的，尽快完成扶贫攻
坚任务。要精准扶贫，智慧扶贫，增加造
血机制，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开放民间
社会，取消一切政策壁垒，缩小工农、城
乡之间的差别。”杜兆勇说，农村土地制
度要彻底改革。
“明后两年，三农工作还得绷紧弦
加油干。”12 月 29 日，中国城市房地产
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对《华夏时报》记者
表示，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采取 6 种
方式，即转包、流转、入股、合作、租赁和
交换。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质上就是股
份合作的形式，土地经营权关键看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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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主周兵开辟“南菜北卖”新模式

启东露地蔬菜“吃香”北京沈阳
易的畅通销路，平均
每天 5 万斤的发货
量，仍满足不了北京、
沈阳两大市场供应。”
谈及自己开辟的这条
“南菜北卖”新路，周
兵喜形于色。去年以
来，正是依靠了这样
一条全新的蔬菜销
路，周兵不但源源畅
销 自 己 种 植 的 1250
亩露地蔬菜，还在入
冬后为周边农户“顺
带”销售了 50 多万斤
周兵（左）向沈阳客商推介优质大葱
大葱。
“南菜北卖、畅通
1 月 4 日上午，近海镇新阳村周兵家
销路”，让周兵的致富路一夜间变得更加
庭农场蔬菜集散仓库，30 多名农业工人
宽广与平坦。为了铺就这条销售渠道，周
在南通市劳动模范、家庭农场主周兵的统
兵付出了 2 年的心血。7 年前，成功创办千
领下，正忙碌地将堆积好小山的硕大花
头猪场的周兵为解决猪粪污染，流转乡亲
菜、粗壮大葱去除老叶、分拣包装，再分别
70 亩耕地，尝试上走出了一条“猪粪→沼
装上两辆悬挂辽宁牌照的大卡车上，继而
气→沼液→肥田→粮食→饲料”的生态循
直接发往沈阳市场。此场景，自去年 11 月
环发展之路。2 年后，他将流转面积拓展
中旬以来天天如此。
到 300 亩，并将规模种粮改为效益更好的
“我的露地蔬菜，打开了一条来之不
春、冬季大宗露地蔬菜。尝到甜头，他继续

扩张菜地面积，到 2015 年，他的流转面积
达到了 900 多亩。
菜地在扩张，烦恼接踵而来。原来，周
兵每年两季种植的台松菜、白花菜、甘蓝
菜、西兰花菜因主要销往周边城市，竞争
力不强，还必须依靠外来菜贩上门收购。
市场的主动权因此不但掌握在别人手里，
还时不时受到菜贩们的盘剥与克扣。
“要想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必须建立
自己的营销渠道！”有此决心，周兵放眼北
方城市春冬季蔬菜市场，为此专程 5 次在
冬春时节到北方考察，得出结论：
“北方春
季和冬季上市的时鲜蔬菜如果本土供应，
就必须在高成本的温室大棚里完成生产，
而如果将启东露地生长的大宗优质蔬菜
销往北方，除了品质占优，更具有无可比
拟的价格优势。”然而，周兵面对的最大难
题恰是他最难突破的一条看不见的直销
通道，为此，他“潜伏”于崇明岛中国最大
的花菜批发市场，最终锁定东北两位业界
大佬，进而“三顾茅庐”打动对方，最终形
成合作共赢销售共识。
就这样，始于 2018 年春季，周兵的
900 多亩蔬菜借助于发达的物流系统，实
现了从田头到北京、沈阳两大市场的直

通，各种蔬菜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一下子比
原有收益提高了至少 1 倍以上。有此底
气，周兵去年秋播，又再次流转 350 亩菜
地 ，蔬 菜 种 植 规 模 一 下 子 达 到 现 今 的
1250 亩，且通过梯次种植法，实现了所有
大宗露地蔬菜的错时收获，有效保证了蔬
菜质量最优、产量最高前提下的源源产出
与销售。
“南菜北卖”，效益翻番。周兵介绍，今
年暖冬，本地白花菜、大葱两样露地蔬菜
大丰收，菜贩上门收购单价只有区区二三
角钱，许多种植户陷于亏本。而他却借助
于这条直销通道，上述两样蔬菜凭借北方
同类蔬菜无可竞争的品质和生产成本，进
场价全部超出了 1 元。他比划，他的千余
亩台松菜、白花菜、甘蓝菜、西兰花菜，春
冬两季平均亩产超 9000 斤，以前产量越
高，越愁销路，现在是产出越高、品质越
好，在北方市场越有竞争力。这不，家庭农
场蔬菜旺销增效了，周兵仅去年支付于进
场务工乡亲的工资支出就超出了 100 万
元。
（姜斌）

·致富先锋·

市农委进一步建设人才队伍
2018 年，市农委积极做好农技推广人员申报高
层次人才培养队伍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动员农技
推广人员申报江苏省“333 工程”重点培养对象，我委
共 2 人申报，其中 1 人入选第三层次中青年学术技术
带头人；积极动员农技推广人员申报南通市“226 工
程”重点培养对象，共申报 19 人，其中 2 人入选第二
层次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3 人入选第三层次中青年
科学技术带头人。
2019 年，市农委将继续狠抓农村实用人才工作，
重点培养各类“土专家”、
“ 田秀才”、种养能手、能工
巧匠、农业龙头企业主、能带动农民共同致富的家庭
农场、农村经济合作社和农民经纪人。同时，重视农
业人才队伍的培训工作。
（范淑琴）

·农 事 提 醒·

1、小麦、油菜、蚕豌豆等越冬作物增施有机肥，
用秸秆或土杂肥覆盖保温。小麦生长过旺的田块，在
晴暖天气适时镇压。油菜、蚕豆可松土培根、中耕除
草，以增温防冻。豌豆苗高 20 厘米时可每隔 7~10 天
采收豌豆苗作蔬菜。
2、大棚蔬菜要多层覆盖保温，培土壅根，及时补
肥补水、疏花疏果，促进坐果、催熟等。
3、果树及时修剪，以调整枝叶空间、调整营养生
长与成花结果比例、调节体内营养与水分分配运输；
培土护根防冻；
新园平整并定植。
（卢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