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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指出，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专家表示，以中央
文件的方式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体现出中央对确保粮食产能的高度
重视，而试点休耕对于恢复土地生产力、平衡粮食供需将有重要作用。

粮粮价价倒倒挂挂，，试试点点休休耕耕

谷谷贱贱伤伤农农，，但但规规模模种种植植没没错错
粮食大县曹县深受影响，正推广套种以“藏粮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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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之惑

本报讯 ３日公布的“十三
五”规划建议中，出现不少新提
法、新表述，其中关于农业现代
化方面提到，为确保农业安全、
提高粮食产能，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还要培养新型职
业农民。专家认为，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的提出，凸显我国粮
食安全新路径。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
宝。”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
略产业，但在耕地、淡水等资源

约束加剧的情况下，靠什么来提
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成为我国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
课题。

“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提出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体
现出中央对确保粮食产能的高
度重视，更体现出确保产能的粮
食安全新思路。”中国农科院研
究员秦富表示。

目前，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
面积的三分之二，有效灌溉面积

仅占一半多一点，靠天吃饭的局
面仍未根本改变。此外，近年来
我国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贡献
逐年提高，目前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５６％，比１０年前提高十
多个百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
对于规划建议的说明中，重点
对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试点进行了介绍。他表示，我国
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

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
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
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当前，国
内粮食库存增加较多，仓储补
贴负担较重。同时，国际市场粮
食价格走低，国内外市场粮价
倒挂明显。利用现阶段国内外
市场粮食供给宽裕的时机，在
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
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

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
轻财政压力。

他还表示，开展这项试点，
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
响农民收入为前提，休耕不能
减少耕地、搞非农化、削弱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确保急用之时
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同
时，要加快推动农业走出去，增
加国内农产品供给。耕地轮作
休耕情况复杂，要先探索进行
试点。 据新华社等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杨胜男

一亩地收入800元

才刚刚够本

来自济南市济阳物价局的监测
数据显示，自今年新玉米上市以来
短短的几天时间，济阳县玉米收购
价从0 . 95元/斤一路下跌至目前的
0 . 80元/斤，降幅为15 . 8%，并且还
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去年玉米价格
很高，新玉米的价格到了1 . 06元/
斤，每亩地赚300块钱，今年还想多
挣点，没想到价格跌了两成多。”一
名来自济阳赵胡村的农民很为玉米
价格发愁。

平阴物价局做过多年价格监测
工作的卢兴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亩产1000多斤玉米，卖个800元左
右，扣掉种子钱、肥料钱、水电费、农
药费、雇机器和人工的钱，刚刚够
本。

农民通过种玉米赚钱的想法并
非没有依据，前两年玉米价格一直
呈上涨趋势，至少高于成本价很多。
卢兴旺给记者看了一份统计数据，
平阴的玉米价格2010-2011年保持
稳定，从2012年开始上涨。

一旦放开配额限制

还将进一步回落

“养殖业景气是玉米价高的重
要原因之一。”卢兴旺说，2011年，生
猪、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利润看好，
饲养业迅猛发展，养殖户纷纷补栏，
导致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饲料供不
应求，玉米价格自然走高。

价格走高后农民的种植积极
性越来越高，库存也逐渐增加。不
过2 0 1 3年往后，饲养业开始不景
气，受H7N9疫情影响，蛋鸡养殖户
很多关门破产，而且生猪养殖一直
赔本经营，养殖户补栏意识不强。
卢兴旺强调说，玉米是养殖业所需
饲料的主要成分，价格受饲料的影
响很大。

卓创资讯面粉分析师徐学平分
析说，今年后期，包括未来几年，玉
米价格都缺乏上涨动力。现在国内
外玉米价格倒挂很严重，近期一直
处于低位徘徊，尽管近几天出现小
幅上涨，但还是在低位整理阶段。现
在玉米进口受配额限制，进口量不
大，没有明显冲击，将来一旦放开配
额限制，玉米价格会进一步回落。

新玉米刚上市

就跌了15 . 8%

粮价下跌的情形下，种小
麦、玉米的农民都盼着价格能涨
点，如果涨不了至少要稳定。但
是，农民的愿望恐怕要落空了，
玉米价格连涨三年后导致种植
面积扩大，短期内难以去库存，
想恢复原有价格难度很大。

粮价下跌的影响绝不止
一村一户，菏泽曹县这样的
种粮大县就是如此。不仅村
民和种粮大户收入锐减，相
关产业也产生波动。

11月 3日公布的“十三
五”规划建议中提到，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当地农业局
和粮食局等正在尝试推广套
种技术，让农民丰产的同时
亦能丰收，以保证种地积极
性，也保证粮食安全。

“这是我在农业局工作三十多年来，
第一次遇见粮食价格这么大幅度下降。”
曹县农业局副局长袁怀臣说。

曹县曾五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称号，粮食产量稳居山东省第二，
是全国产粮大县。就在9月28日，山东省
农业厅组织有关专家到曹县对玉米高产
攻关田进行测量，确认该田玉米平均亩
产1007 . 9公斤，创菏泽市玉米单产历史
最高纪录，这是菏泽市玉米亩均单产首
次突破1000公斤大关。

这本让袁怀臣高兴，但2015年粮价
大幅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民和种粮大户
的积极性。曹县总人口161万，其中农村
主要劳动力74 . 47万。“外出务工人员30

万人，对于农民来说，种粮收入是非常大
的一部分。”

10月13日，记者在当地一家餐馆吃
饭时，一位农民和饭店老板聊起玉米收
入情况，他自己种植10亩地，去年每斤价
格在一块一以上，现在甚至降到了七毛
五六，减收4000元左右。

粮价低影响收入，如果农民不想种
地，那粮食安全咋办？曹县粮食局副局长
张海棠表示，虽然主抓粮食安全、粮食生
产的是农业局，但他很是担心。

在11月3日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
议中提到，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饭碗
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袁怀臣说，为了提
高农民积极性，农业局正在和省农科院
合作，推广玉米和花生套种技术，这样不
仅能提高土地效率，在粮价下降时还能
提高农民收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确保
粮食安全。”

玉米亩产1000公斤

仍让人高兴不起来

粮价下跌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作为全
国粮食大县，曹县经济与农业挂钩，相关
产业受到较大波及。

当地恒丰源种植专业合作社专门从
事“订单”服务，负责人李宾卿告诉记者，
合作社主要为面粉厂和农民提供服务，通
过将农民的小麦转给面粉厂，每斤赚取2

分钱的差价。
李宾卿的订单量从2008年几百万斤

增长到2014年3000万斤，2015年订单量与
2014年持平。“合作社也做经销商，今年以
1 . 22元/斤购进600万斤小麦，但现在小麦
价格1 . 1元，甚至更低。即使将来能达到成
本价，也把管理和储存成本搭在了里面。
这600万斤小麦，只能等价格合适时出手，
亏了也就亏了。”

曹县粮食局提供给记者的材料显示，
当地的六合饲料厂今年玉米收购成交量远
低于去年，截止到目前收购玉米1000吨，去
年同期收购3000吨，同比下降66 .7%。

现在农民都持观望态度，想等着来年
再卖。“但来年价格估计也上不去。”山东
永明粮油食品集团总经理吴震告诉记者，
不少面粉厂有很多小麦是去年高价购买
储存的，今年小麦价格下降，无疑给面粉
厂造成损失。“河南已出现面粉厂倒闭的
情况了。”

今年10月9日，菏泽市粮食局副局长
王焕臣在菏泽市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讲
到，目前粮食市场形势还不够明朗，无论
是粮食贸易商、经纪人还是加工转化企
业，入市收购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目前
看来，至少粮价短时间难以恢复，其负面
影响仍在持续。

去年收购3000吨

今年下降了66 . 7%

“现在有的种粮大户一赔几万十
几万，对于一个刚刚致富的农民来说，
确实是个问题。”面对记者的提问，曹
县粮食局副局长张海棠直言不讳。

不少种粮大户损失严重，在曹县
这不是什么秘密。古营集镇党委书记
安森立告诉记者，“镇上目前土地流转
面积达到25000亩，大多数是每户200亩
到500亩，极个别上千亩。今年他们日
子确实非常难过。”

但这并不代表集约种植不应该推
广。张海棠说，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
的方向，以美国为例，每年农业补贴达
到千亿美元，机械化程度很高，再加上
农业保险等，农民丰产和丰收得到双
重保证。“和我们相比，美国经营规模
更大而且成本更低，非常有优势，有值
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正是为了保证种粮大户的积极
性，10月20日，山东省财政下达1亿多
元资金对种粮大户和种粮家庭农场进
行补贴，比去年增加8527万元，增长
238%。其中，对经营土地面积50亩以
上、200亩以下的，每亩补贴60元，比去
年提高20元；200亩及以上的，每户限额
补贴1 . 2万元。这对于种粮大户来说无
疑是好消息。

专家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
已经明确，要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政策体系。未来种粮大户也
将随之获得更多的政策优势，规避
粮价风险，保证他们的收入成为题
中应有之义。

提高种粮积极性

大户收入要保证

本报记者 刘帅

在济宁某种粮大户院中，玉米丰收后摆放整齐，旁边停着农业机械。 本报记者 朱洪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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