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达
507亿澳元

根据澳大利亚农业银行最
新发布的《澳大利亚农业贸易
报告》显示，2018/2019财年，澳
大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达到创
纪录的507亿澳元。其中，牛肉
出口总值增加了19亿澳元，达
到123亿澳元。不过，报告预计
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挑
战，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严重
干旱可能导致农业歉收，一些
养牛户提前宰杀牲畜，活牛存
栏量正急剧下降。2018/2019
财 年 ，澳 活 牛 出 口 增 加 了
29.1%，主要原因是干旱导致大
量去库存以及政府补贴发挥了
刺激作用，这种状况不可持
续。专家预计，澳大利亚连续9
年农业出口增长的黄金时期有
可能结束。

哈萨克斯坦农业部下调
2019年粮食产量预期

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长奥玛
洛夫向媒体表示，哈农业部已
将2019农业年度粮食产量预期
从1950万吨下调至1800-1850
万吨。奥表示，造成粮食减产
的主要原因是科斯塔奈州、阿
克纠宾州等粮食主产区遭遇旱
灾，减产幅度约为100万—150
万吨，准确数据预计两周后可
正式发布。

坦桑尼亚政府鼓励并支
持腰果加工业发展

坦桑尼亚工业和贸易部副
部长斯黛拉·曼延亚表示，坦政
府一直鼓励并支持坦腰果加工
业发展，特别是鼓励私营企业
建立腰果加工厂。坦现有 18
个大型腰果加工厂，每年可加
工腰果6.34万吨，其中13家工
厂仍在运营，其余已经停产。
此外，坦桑16家小型加工厂每
年可加工腰果9610吨。因此，
坦腰果加工厂每年可能加工
7.3万吨腰果，但是实际年加工
量不超过5万吨。报道称，坦桑
尼亚是世界最大的生腰果生产
国之一，2017/2018作物年的总
产量达31.38万吨。此外，坦是
世界第八大、非洲第四大腰果
种植国。坦政府已采取措施重
振老加工厂发展，并鼓励投资
者建立新加工厂，以减少生腰
果对外出口，避免就业和贸易
机会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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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蛙稻共作”立体种养模式
今年64岁的张五奎，是扣马村里有名的

“精明人”和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近几
年来，一直在外地帮助朋友料理事情，其间他
了解到，黑斑蛙餐饮市场消费的火爆，带动了
庞大的养殖市场。在深圳黑斑蛙价格高到25
元每斤，且供不应求。种庄稼干农活出身的
他，便对黑斑蛙养殖起心动念了。于是他回到
家乡，先后深入湖北、湖南、四川等黑斑蛙养殖
基地实地取经，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考察，详细
掌握了黑斑蛙的相关养殖技术。

今年初，他结合本地稻田面积广，水资源
丰富，非常适合稻蛙共生的特点，在向有关部
门申报经营许可证和驯养许可证后，流转村民
稻田地60亩，建起了占地35亩的“水稻+黑斑
蛙”种养培育基地。并于5月初，从湖北引进
优质黑斑蛙幼苗80万尾，投放到稻蛙养殖池
中 。如今，经过三个多月的科学培育，小蝌蚪
已长成大青蛙，正自由自在在水稻田间嬉戏跳
跃，成活率达50%以上，高于其他黑斑蛙养殖
地区。

在现场可以看到，35亩稻田被切分成多块
长条区域，区域中间长着碧绿的稻苗，稻苗四
周挖了一圈浅浅的水沟，水沟向外连着田埂。
张五奎投喂饲料后，起初只是零星几只“贪吃”
的黑斑蛙从稻苗丛中跳出来，紧接着，黑斑蛙
成群结队地扑向饲料，不一会儿就爬满了田边
的投食板，整个田块“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
伏。大约过了10多分钟，饱餐一顿的黑斑蛙
或“扑通”一声跳回水中嬉戏，或返回稻苗下纳
凉“消食”。

“我养的这批黑斑蛙，由于水质酸碱度适
中，不仅生长得快，而且个头均匀、色泽艳丽，8

月份进入上市期，蛙平均重量在5两左右。”张
五奎介绍说，养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建好天网
和围网，预防鸟类和蛇鼠等天敌侵害。同时，
要把握好蛙苗的投放密度，1亩地只可投放5~
6万尾，这样才能达到水稻和黑斑蛙的平衡状
态。

夏天热，水稻可以给黑斑蛙提供一个遮阳
避暑的地方，张五奎就把稍大些的黑斑蛙投放
到设有围网的大稻田里，实现稻蛙共生。黑斑
蛙不仅可以帮助水稻清除虫害和草害，蛙粪则
是促进稻谷生长的有机肥。同时，黑斑蛙喜欢
在水稻之间跳跃，这个过程，杂草被压倒了，土
壤疏松了，水稻根部也实现了通风，减少了疾
病的发生。

“蛙稻生态立体种养模式，周期短、见效
快，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用量，既能实现农业
绿色化生产，也能有效提高农田利用率，实现
蛙稻双收。”张五奎算了一笔账说，今年，他是
从河南省农科院引进的优质水稻，预计亩产稻
子1200斤，上市的黑斑蛙，市场行情是每公斤
40元以上，每亩地刨去各项成本投资，总收益
远远超出了单一化生产。真正实现了从生态
种养中蹚出一条致富路。

稻田养螃蟹，打开增收新路子
9月，秋高气爽，在辽宁省西丰县陶然镇五

云村的稻田里，长成的螃蟹肥硕饱满，不时地
爬过田埂，挥舞着蟹钳四处觅食。养殖员常亮
正挑选着个大肥实的螃蟹丢进桶里，脸上挂满
了丰收的喜悦。

“我一亩水稻田能产150斤的螃蟹，平均
50元一斤，光卖螃蟹，一亩就有7500元的毛收
入。不仅如此，我的蟹田米不上化肥不打农
药，光是一亩蟹田米就比传统种植的大米多了
几倍的收入。”常亮喜滋滋的介绍着，“稻田养
蟹，一点化肥农药不能用，比起普通种植，不仅

收入增加了，还省下了化肥农药钱。里里外外
算下来，这一亩地至少增收近万元。”

常亮今年是第一次稻田养蟹，螃蟹苗是从
盘锦进来的，西丰和盘锦的气候有很大的差
别，上半年，他把蟹苗投入到稻田里，原本是抱
着试验一下的态度，没想到竟然成功了。“稻田
养蟹一田双收，比单纯的养蟹或种水稻，收益
要大得多了。”常亮说。

稻田里的螃蟹外壳薄脆，肉质肥厚、细嫩，
深受消费者好评，还没上市就订出去几百斤。

“蟹田米”质量也高，还没收割，就以每公斤10
元的价格订出去了。“现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了，对食物的要求也高了，这种绿色食品更
是‘抢手’。”常亮兴奋地说：“刚开始宣传的时
候，我在朋友圈说是有机稻，他们都不信，等我
上传了稻田里的螃蟹后，就没人怀疑了，朋友
圈的人抢着给我发红包，有订几十斤的，还有
订几百斤的，地里螃蟹还不大的时候，田里的
稻子先订没了！”

常亮介绍，蟹属于甲壳类动物，对化学品
非常敏感，化肥、农药的使用会影响其成活生
长，稍有不慎，就会大面积死亡，因此稻田里放
进螃蟹后就不能打农药和除草剂等，这样的绿
色食物大家吃得放心，还没上市就供不应求，
根本不愁销售。

“稻蟹共生这种养殖模式，能提高稻米的
品质，也能降低螃蟹的养殖成本。螃蟹在稻田
里既能清除杂草，又能捕食水稻虫害，连续多
次蜕掉的外壳和排泄物还能提高土壤的有机
质，增加土壤肥力。螃蟹的活动对水稻根部土
壤进行了有效疏松，对提高产量大有帮助。同
时，稻田水浅、遮光，有利于河蟹生长。”常亮对
记者说，稻田养蟹将种植与养殖密切结合，提
高了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
本，不仅社会效益明显，生态效益也很显著。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日前，河南省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张五奎创办的黑斑蛙养殖场，只见一行行碧绿的水稻之间，扑通

扑通跳跃的黑斑蛙此起彼伏，高低相向的蛙鸣声不绝于耳。而在辽宁省西丰县陶然镇五云村的稻田里，养殖员常亮正挑选着个大肥实的

螃蟹丢进桶里，脸上挂满了丰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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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主播助力云南丰收节
2秒售罄云南咖啡1.3吨

□张萌

2秒钟售罄1.3吨云南咖啡；3分
钟卖空11万份云南鲜花饼；75吨丽
江芒果，140吨昭通苹果一登场就被
抢购一空……近日，阿里巴巴全球好
物推荐官、淘宝第一主播薇娅以一场
连续4小时的直播，拉开了为期12天
的阿里巴巴云南丰收节。据悉，阿里
巴巴将火力全开聚合经济体13个涉
农部门，打造电商+直播+县长+村
播+旅游等多种形式，带动丰收节云
南特产销售。

本次云南丰收节，是阿里巴巴与
云南省商务厅，共青团云南省委，云
南农垦集团牵手共同助力云南脱贫
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向亿万消费者
推广云南本地农产品、旅游产品的系
列活动，将体现吃玩结合、正宗产地、
时令鲜美的特色。

为了拉近丰收节与年轻人的距
离。薇娅精挑细选50余款云南特产，
为其直播代言，让薇娅的粉丝们不止
爱上明星同款，更有机会爱上彩云之
南的独特风味。

“听薇娅的不会买错！”来自阿里
巴巴云南百余个种植基地的咖啡、石
榴、苹果、芒果、松茸、鲜花饼等50余
款特产，与飞猪云南旅游路线组合成
为吃玩云南正宗原产地的1000个理
由，从直播间源源不断飞向全国各
地。

最终，直播4小时，实现销售超
3000万元!其中，云南特产凯特芒果
销售140余吨，装满13米长的重型
卡车18辆；昭通青苹果销售超过75
吨，装满10辆重型卡车。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
云南最重要的特产咖啡，从来在原产
地卖不上好价，但这一次在薇娅直播
间，云南咖啡却热得烫手，直播2秒
钟，售罄1.3吨云南小粒咖啡。火爆
的销售，致使参加直播的云南农垦集
团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咖啡厂
厂长徐智勇，不得不在直播中途紧急
电话补货。

来自昭通市昭阳区的副区长张
兴走进直播间，为昭通苹果代言，与
薇娅互动。“以前推介苹果跑全国，今
天推介特产上淘宝。”如今，“官员玩
直播”已成新趋势，截至2019年6月，
全国有50多位贫困县县长在淘宝直
播，为本地农产品代言。一些县长更
被调侃为“被县长耽误的金牌销售”，
安徽砀山县副县长朱明春，4次直播
卖出砀山梨膏和砀山油桃近3万件，
销售金额达257万元。

王牌网红、县长直播，阿里巴巴
还将在云南启动“村播计划”，将为云
南省建立村播培训基地，培训1000
名村播，将直播间搬进田间，让特色
好物从田间飞向城市。据悉，阿里

“村播计划”自2019年1月启动以来，
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270个县，开展村播近5万场，成功打
造了一批农民网红，参与用户超过2
亿。

国外实现乡村振兴的经验借鉴［［异域传真异域传真］］

多元化措施为乡村基础设施提
供资金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农业振
兴必需的基本条件。乡村基建建设
周期长，资金回笼慢,收益较低。一
些国家探索出了在国家投入的同
时,通过信贷、税收、补贴等支持手
段,引导和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建设
乡村基础设施的有益经验。

充分利用信贷体系及资本市场
筹集资金,是美国农村基建融资的
一项优势。依据农业法，美国建立
了农场信贷系统,该系统由49家联
邦及地方土地银行、信贷银行及其
组成的银行协会组成。美国农业法
规定，农场信贷系统具有法律授权
的政策性融资功能,主要是为农场
主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
长期贷款,可以由不同的银行来提
供贷款。同时,联邦农业部下属的
农场主家庭管理局对农场主进行的
土壤品质改良、水资源建设与开发
等活动提供长期的无抵押贷款，期
限最长 50 年,年利率仅为 4.5%左
右。联邦农业部下属的农村电气管
理局，也可以对农业合作社及农场
主个人提供年利率仅为2%、最长40
年的无抵押贷款,用于农业电网改
造、农业电气化通讯设施的改造与
扩建。此外,证券、风险投资基金也
可以为农业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美国也非常注重运用税收优惠
政策扶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
在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投资税上都
享有优惠政策,农场主购买仓库、厂
房、机器设备等资本性支出可从当
年的收入中扣除,出售农业固定资
产时只需交纳40%的所得税。企业
凡是涉农的合法投资,都能获得不
同程度的税收减免。

在日本，大型的农业基础设施
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兴建;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旦通过
审批，中央财政就会承担50%的资
金，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财政分别承
担25%和15%，农民仅须承担10%左
右。对购置农业机械、建造农用设
施，50%的资金由中央财政提供，
25%由都道府县财政提供，其余25%
还可以向银行申请低息贷款。

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发起的
“新村运动”中，鉴于政府财力有限，
政府投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时多采
用实物和技术支持形式，提供钢筋、
水泥、石材等原料，每个农户约能获
得35美元的物资补助。这些资金

激发了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并
且吸引了社会资金。同时，政府还
为包括农村公路在内的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低息贷款,并安排技术
人员进行技术支持。1971—1975
年,韩国共修农村公路近6.2万公里,
村级公路基本覆盖了全国。

教育与培训铸就乡村振兴的智
力基础

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文化素
质高、生产技能高、经营能力高的新
型农民。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
教育、培训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
水平、劳作技能和综合素质。

在美国,农场主普遍接受过正
规教育,他们不仅懂田间栽培技术，
会熟练操作各种农业机械，还熟悉
农产品市场，会经营管理。

法国1960年颁布了《农业教育
指导法案》，对农业人才进行分类培
养，以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校为
基地构建了一个健全的初、中、高三
级农民培训体系。政府规定必须接
受一定时间的职业教育培训，并且
取得合格证书者方能成为农民，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在传统农业转变
过程中，全国有25%的农场主接受
过中等以上的专业培训。

德国农民学员的培训费由政府
承担，学校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
德国政府还通过减免税收的方法鼓
励企业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不过企
业必须先把培训产生的开支纳入生
产成本，等到企业售出产品后再对

其减免税收。
韩国1972年成立研修院，负责

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涉及
地区开发、意识更新、经营革新、市
民教养等内容。1997年建立的韩
国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年预算为50
亿韩元，可以充分保证农民教育的
经费需求。

日本有57个县立农业学校，办学
经费由国家负担2/3，县里负担1/3。

保护乡村景观实现绿色经济
乡村景观的保护和营建，是提

振乡村经济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
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一些国家在
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

上世纪70年代，德国修订《土
地整理法》，将立足保持乡村原有文
化形态和重视生态发展的“乡村更
新”计划列入条款，对村镇进行详细
规划，划定自然保护区，避免乡村自
然风光遭到破坏，改善了农民生活
和农村生态环境。90年代，又提出

“村庄即未来”的乡村建设口号，大
力发掘乡村地区的生态、文化价值，
使乡村旅游休闲产业取得巨大成
功。20世纪末，德国对《环境保护
法》《空间秩序法》作出修改，确保城
市与乡村在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等
方面实现充分对接与合理互补。

法国将农村的空间环境和生态
环境作为重点，划定了不可逾越的
红线，目的在于保护城市与乡村居
住环境的多样化。法国用城市总体
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优先保证农场

牧场、村庄建设规模，以及农房高度
边界和绿色边界，保持乡村形态和
自然景观的延续，防止城市过度膨
胀对农村土地的蚕食。同时，法国
政府建设的自然保护区，在保护自
然遗产的同时，也重点保护作为文
化遗产的村落，并在保护中发展村
镇经济。

2000年之后，韩国社会意识到
由于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农村的特
色遭到了一定程度毁损。因此，韩
国在2005年推出了景观保护直补
制度。最初，该制度将景观保护与
农业补贴制度相结合，即以景观作
物代替经济作物种植，可获补贴。
可获补助的景观作物主要有油菜
花、紫云英、大麦、荞麦、黑麦、向日
葵、荷花、大波斯菊、水仙花、月见
草、棉花、薰衣草等。后来，补助项
目从单纯补助景观作物栽种, 扩展
到对拥有自然型河川、传统农法、传
统农屋形式等资源的村庄给予补
助。其中, 为了保护传统韩屋及保
持韩屋村村庄整体风貌，国家支付
韩屋主人补助金，让其维持房屋状
况。若房屋设施实在太差无法居
住，房主还可用补助金在别处另购
房屋居住。直补制度不仅对乡村景
观的保护和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实
施该直补制度的地区, 植物采栽、
观花、民俗体验等活动增加, 游客
数量出现了 1.25 倍到 150 倍不等
的增长。 中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

荣兴盛农村文化、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系列要求。本文特梳理了部分国家在完善乡村基建、智力兴农、扶持农业合作社、营建乡村景

观等方面的措施经验，以期为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共享发展成果提供点滴参考。

［［新主体新主体··人物人物］］

再过不久，福建安溪铁观音秋
茶即将全面上市。德峰茶叶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王辉荣最近时常从
安溪县城驱车1个多小时，回到家
乡西坪镇盖竹村，手把手指导合作
社社员搞好茶园管理，以期让德峰
好茶在今年“抢茶大战”中脱颖而
出。在他的带领下，以“打造共同
体、合作制好茶”为初心的德峰茶
叶专业合作社走过10年岁月，不
仅带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还成为
实力强、有活力、能创新的先进标
杆，于去年将“首届全国百强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金字招牌搬回村里。

打造不用放冰箱的铁观音
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辉荣，从

小对安溪铁观音传统制茶技艺耳

濡目染。接过父辈的衣钵，他几十
年如一日躬耕茶园，倡导制作高品
质传统铁观音。从2007年到2009
年，王辉荣数次击败县内外制茶高
手，捧走了金奖茶王的奖牌。

2009年，德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正式成立，王辉荣当选“掌门人”。

“原本十亩地至少有20户在种植、
管理，现在十亩地就1户在经营；
原本1户茶农有零散的十亩地，现
在就由合作社统一分配给社员连
片的十亩。”王辉荣主导通过集中
丈量、统一分配，将茶园由零落四散
变为连片集中，破除了原先几户人
家共同拥有一片茶山的境况，减少
了纷争，便于管理。在此基础上，王
辉荣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老

茶园。这在村里是件新鲜事，虽然
王辉荣跟社员们做了许多动员工
作，还是迟迟不见大家动手。

“改造老茶园的目的是解决茶
树品种混杂问题，而不是要破坏老
茶树。”王辉荣以身作则，先从自家
的20多亩老茶园下手，改造给社员
看。改造前，老茶园的茶一斤只能
卖一二十元；改造后，仅是毛茶平
均就能卖到200元一斤，最高甚至
卖到了1000多元一斤。改造效果
立竿见影，极大提高了社员的信心。

“高品质自然有底气，好茶自
己会说话。”王辉荣特别注重源头，
不仅在茶园管理上要求全人工除
草、翻土，在制茶环节也要求保持
传统手工技艺，保证茶叶的原汁原

味，复刻出老一辈人手中“不用放
冰箱的铁观音”。这样的茶不仅常
温即可长期保存，而且香气足、口
感佳、很耐泡，赢得了不错的市场
口碑，成为合作社的一大卖点。

构建合作奔小康的共同体
“想要成功带动别人，自己必

须有核心技术。”王辉荣经常给社
员们开“小灶”，向村民普及老手
艺、新理念。乐于分享的他还加入
了安溪农民讲师团，每逢茶季就奔
赴感德、祥华、大坪等茶叶主产区，
走到茶农中去，毫无保留地将茶园
管理、营销推广等“致富经”传给乡
亲们。

十年间，“国家级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

“全国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荣
誉纷至沓来，合作社也在不断壮
大。日子越过越红火，合作社并未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按照安溪县
委、县政府倡导的庄园化、去冰箱
化、地标化、标准化“四化”要求，德
峰茶叶专业合作社在茶园里附加了
旅游、餐饮、民宿等更为丰富的功
能。如今，一个8700亩原生态的德
峰茶庄园，成为合作社全新的符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离乡
进城的大潮中，王辉荣没有随波逐
流，而是毅然选择了扎根农村。他
将原本“打造共同体、合作制好茶”
的宗旨再提升了一个档次——“打
造共同体、合作奔小康”。这几年，
他致力于引导社员们守护好茶庄
园的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美好家
园。“路通了，夜景亮了，天更蓝，水
更清，城里的人都抢着来。”王辉荣
说，有党的好政策、有别人搬不走
的优势，乡村振兴越来越有盼头。

陈林森

好茶自己会说话 乡村振兴有盼头
——记全国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头羊”王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