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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蛾子”来犯如何打好作物“保卫战”？
自然界中有一种
“幺蛾子”，
一出现就使全球进入预警状态，
它就是被联
［实用技术]

合国列为世界十大植物害虫之一的草地贪夜蛾。据了解，这种害虫不仅传

草地贪夜蛾对作物的
危害到底有多大？

播速度十分快，破坏力也极强。

草 地 贪 夜 蛾 寄 主 超 过 300
种 ，作 物 受 害 后 一 般 减 产 2030%，严重时可致绝收。短短数
日就能糟蹋上万亩农作物，被侵
害者甚至变成“光杆司令”
……
以玉米 为 例 。 在 玉米 上 为
害，取食形成的虫孔排列比较乱，
叶片同时可见半透明薄膜“窗孔”
和不规则的长形孔洞、叶缘缺刻
等症状，偶尔也见成排虫孔，也可
将整株玉米的叶片取食光，也会
为害未抽出的雄穗及幼嫩雌穗。
专家预测，今年草地贪夜蛾
发生态势呈三大特点：虫源基数
大、北迁时间提前，较去年提前两
个月、发生面积扩大！
草地贪夜蛾来势汹汹，爆发
只是时间问题！
在此基础上，专家建议，
各地
政府植保部门，应加强田间普查
监测，密切关注玉米等作物的发
生情况，做好草地贪夜蛾的监测，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上下联动，
协调沟通，
一经发现，第一时间向
上级业务部门及相关领导做好汇
报，争取财力、人力、物力的支持；
发动广大农业战线工作人员做好
测报，并指导老百姓做好防范工
作；加大宣传力度，搞好乡镇、村
组干部及农户技术培训；采取“早
发现，早用药、早扑灭”的防控策
略，重点区域统防统治，
一般区域
农户自主防治，坚决遏制草地贪
夜蛾危害的发生，将草地贪夜蛾
幼虫扑灭在低龄阶段，最大限度
减少粮食损失。
农业科技报

草地贪夜蛾自入侵我国后，
对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安全构成
了重大威胁。日前，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表 示 ，草 地 贪 夜 蛾 已 经 入 侵 我
国！如何在疫情下守住作物安全
底线，打赢草地贪夜蛾防控攻坚
战，成为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
重。
哪一类作物最容易中招？
草地贪夜蛾（学名：Spodopterafru-giperda）是夜蛾科灰翅
夜蛾属的一种蛾，在农业上属于
害虫。从外表识别：黑或橙色头
部具黄白色倒“Y”型斑，腹部
末节有呈正方形排列的 4 个黑
斑；身体多为绿色，具黑线和斑
点，体表有许多纵行条纹。据田
间观察，少量低龄幼虫在叶背面，
且具有假死性，
受惊后卷缩成“C”
型。
这种危害性极强的害虫为何
令种植户“闻风丧胆”？其原因在
于它的多食性。
据观察，该虫嗜好禾本科，
最常为害杂草、玉米、水稻、高
粱、甘蔗;也为害棉花、十字花
科、葫芦科、花生、苜蓿、洋
葱、菜豆属、甘薯、番茄及其他
茄科植物(茄皮紫、烟草、辣椒
属)、多种观赏植物(菊科、康乃
馨、天竺葵属)。其中，对玉米
的危害性尤为严重。
CCTV-2 财经频道曾做过一

期报道，
数据显示，
草地贪夜蛾可
以导致玉米减产 20%-70%，甚至
绝收。而它还有一个外号叫“行
军虫”，一个晚上随气流可迁飞
100 至 500 公 里 ，最 远 可 迁 飞
1500 公 里 ，而 且 还 能 在 气 温
11℃至 30℃的环境下生存和繁
殖。
“草地贪夜蛾传入我国后，
各
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将它视为农
业生产的重要害虫进行防治。草
地贪夜蛾有极大的需食量，且群
体庞大，一旦发展起来，危害巨
大 。 据 2019 年 数 据 统 计 ，全 国
1600 万亩粮食作物及杂草受到
草地贪夜蛾危害，其中仅玉米就
占比 98.61%，所以，我国在草地
贪夜蛾的防治方面应把玉米作为
重中之重。
”仵均祥教授在现场说
道。
由于草地贪夜蛾为害可以贯
穿玉米整个生育期，在没有防治
的玉米田，最严重时玉米 100％
的植株被害，心叶被咬烂。且草
地贪夜蛾繁殖能力极强，迁飞扩
散性极强，虫情扩展蔓延速度极
快。除此以外，草地贪夜蛾还可
能危及小麦，因此各种植户应提
前做好应对防范措施。
哪个区域最容易受到侵害？
草地贪 夜 蛾 主 要 有 两种 类
型，
水稻型、玉米型。其中水稻型
主要以水稻、谷子、杂草为食，玉
米型则以玉米、高粱、甘蔗等为主
要食物。而 2019 年入侵我国的

草地贪夜蛾为玉米型。农业农村
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草地
贪夜蛾主要危害的作物为玉米，
此外，在其他 17 种作物和 5 种杂
草上也发现了草地贪夜蛾危害的
迹象。
据全国农技中心通报，近期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蔓延速度明显
加快，发生区域涉及我国西南、华
南、黄淮、华北、西北等玉米区，各
地区均有集中危害的可能。截至
6 月 12 日，草地贪夜蛾已在我国
18 个省、846 个县发生。而今年
形势更加严峻，根据近期农业农
村部印发的防控预案，今年全国
受威胁的田地预计将有一亿亩左
右；
除了玉米之外，
小麦、甘蔗、高
粱等也可能受害。
草地贪 夜 蛾 属 于 迁 飞性 害
虫，在我国的危害可以划分为三
个区域，
即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越
冬 区 ”、长 江 流 域 的“ 迁 飞 过 渡
区”、二次迁飞至华北和东北的
“重点防范区”。如果在
“越冬区”
做好越冬虫源的防治工作，可以
极大地减轻第二年的防治压力；
在
“迁飞过渡区”做好监测防治工
作，
可以避免大量的虫源向“重点
防范区”
转移发生，
从而更好地保
证粮食产量。
专家建议，
云南、广西等周年
繁殖区加强成虫诱杀、卵和幼虫
防控，黄淮海夏玉米区及东北春
玉米区加强迁飞成虫检测和防
治。

如何防控才能将损害降至最低？
草地贪夜蛾的防治工作备受
重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
出，抓好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
害防控。此前的 2 月 21 日，农业
农村部也已印发《2020 年全国草
地贪夜蛾防控预案》。
“2019 年 11 月份，我们在陕
西省兴平县的农田中采集到一些
草地贪夜蛾幼虫，其中一部分在
自然条件下被白僵菌和绿僵菌寄
生，
最终导致幼虫死亡。所以说，
它在我们国家还是有天敌存在
的。”
一位专家说道。
但同时，专家认为生物防治
效果较慢，对于此次突然爆发的
草地贪夜蛾灾害，应急化学防治
是极有必要的，要做到及时、有
效、快速地控制虫灾。应急化学
防治（即农药防治）作为最直接、
最基础的手段被放在防治方式的
第一位，
是关键，也是保障。
据了解，由于草地贪夜蛾防
治难度较高，难以一次性有效遏
制，需抓紧在幼虫低龄期开展大
范围防治和持续防治。
抓住低龄幼虫的防控最佳时
期，施药时间最好选择在清晨或
者傍晚，
注意喷洒在玉米心叶、雄
穗和雌穗等部位；到成虫发生期，
集中连片使用杀虫灯诱杀，可搭
配性诱剂和食诱剂提升防治效
果；有条件的地区可与非禾本科
作物间作套种，保护农田自然环
境中的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形
成生态阻截带。
专家建议，在西南省（区）设
立重点监测点，结合高空测报灯
和黑光灯检测成虫飞迁数量和动
态。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
黄淮海、东北地区开展灯诱、性诱
检测成虫发生情况。玉米生长季
开展大田普查，确保早发现、早控
制。
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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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海 ，犬 只《狂 犬 病 免 疫 证 明》怎 么 办 理 ？
炎炎夏日，不仅让人感觉不适，也让一
些原本乖巧的狗猫也变得急躁起来。你们
家的汪星人、喵星人注射了狂犬疫苗了吗？
一、犬只为何要实施狂犬病免疫？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一种人兽
共 患 传 染 病 ，人 一 旦 感 染 发 病 ，死 亡 率
100%。人感染狂犬病最常见的途径是被携
带狂犬病毒的犬只咬（抓）伤。当前，
本市犬
只数量庞大且与人接触密切，一旦犬只狂犬
病免疫工作不到位，很容易引发狂犬病疫
情。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本市依法
对饲养的犬只实施狂犬病强制免疫。犬只
出生满三个月的，
养犬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
定，将饲养的犬只送至兽医主管部门指定地
点接受狂犬病免疫接种，植入电子标识。
二、犬只到何处接种狂犬病疫苗？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经兽医主
管部门认定的宠物诊疗机构可以开展狂犬
病免疫接种工作，
并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显
著位置悬挂兽医主管部门的认定书。

为方便市民就近接种犬只狂犬病疫苗，
市农业农村委在7个中心城区认定了51家动
物诊疗机构为合法的犬类狂犬病免疫点，负
责所在区居民城镇犬的狂犬病免疫，
芯片植
入和免疫证办理；
同时，
9 个郊区通过指定或
认定了 202 家动物疫病防控机构和宠物诊疗
机构为辖区狂犬病免疫点，负责所在区城镇
犬和农村犬的狂犬病免疫和免疫证办理。沪
上253处犬只狂犬病免疫点一览表详见网址：
https://news.online.sh.cn/news/gb/content/
2019-08/26/content_9373268.htm。
三、
为何要到政府指定的狂犬病免疫点
接种疫苗？
政府指定的狂犬病免疫点能够保障狂
犬病疫苗注射的质量，主要表现在：
（1）所
使用的疫苗具备农业农村部批准文号或进
口兽药注册证书，疫苗来源正规，品质有保
证；
（2）在疫苗的运输和贮存上有完善的管
理制度，能够做到“冷链”运输和正确贮存，
避免疫苗变质失效；
（3）具备有资质的兽医
师，能够保证疫苗注射的安全和有效；
（4）

具有合理的布局、相应的保障设施和医疗废
弃物处理设施，
能够保证疫苗注射过程中人
与犬的安全，避免环境污染和控制疫病传
播。
四、
办理狂犬病免疫证需要携带哪些证
件，
流程如何？
本市居民携带三月龄以上的犬只，
同时
带好主人有效身份证明，
去辖区兽医主管部
门认定的狂犬病免疫点进行预防接种。到
了免疫点之后宠物医生会询问一些犬只的
基本情况并进行简单的体格检查。如果犬
只有一些健康问题，应及时告知宠物医生，
必要时宠物医生可能会建议对犬只进行其
他的辅助检查。一般吃喝拉撒正常的犬只，
就没有问题。
犬只在兽医主管部门指定地点接受狂
犬病免疫接种的，应当向养犬人发放《狂犬
病免疫证明》，
《免疫证明》是办理《养犬登记
证》的前提条件。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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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加速推进
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日前，一场农业领域技术
专项推介会，让甘肃省 11 项
农业科研成果搭上了转移转
化“直通车”。本次推介会由
甘肃省农科院和兰州科技大
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举办。主办方说，此举旨在发
挥科研单位和技术交易管理
部门的职能优势，畅通科研成
果从科研院所向地方、企业的
输送渠道，加快推动甘肃省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移转
化，更好服务甘肃经济建设。
当日推介会上，集中推出了甘
肃省农科院近年来形成的陇
藜系列新品种、
“ 甘甜系列”薄
皮甜瓜新品种、缓释专用肥系
列产品、马铃薯连作退化农田
土壤生态改良技术、苹果白兰
地和苹果醋发酵生产技术、陇
黄系列大豆新品种、饲用甜菜
新品种及其高效利用技术、马
铃薯系列品种、中药材种子丸
粒化、马铃薯主食化技术、检
验检测技术服务等 11 项科研
成果。

广东
全面推行
河湖警长制
广东省公安厅日前通报，
广东将全面推进河湖警长制
工作，建立省、市、县、乡四级
河湖警长体系，要求在 2020 年
年底前实现各类水域全覆
盖。广东省公安厅日前印发
《广东省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河
湖警长制工作实施方案》，该
方案指出，四级河湖警长体系
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
原则，落实属地管理、分级分
段负责，2020 年年底前将在全
省范围内实现江河、湖泊、水
库等各类水域实施河湖警长
制管理全覆盖，同时建立联席
协作机制，进一步整合信息资
源，
凝聚打击合力。

安徽
乡村旅游
累计带动 40 万人脱贫
乡村旅游已成为安徽省
农民创业就业的重要渠道。
2015 年以来全省乡村旅游已
累 计 带 动 40 万 人 脱 贫 ，全 省
333 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村于去年底全部脱贫出列。
为推动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再上新台阶，安徽省将重点实
施乡村旅游精品示范工程、乡
村旅游扶贫带动工程、乡村旅
游业态培育工程、乡村旅游后
备箱工程等“四大工程”。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体系建构
［封面人物观点］
［核心提示］

作者简介

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重点是要建立体现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
和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在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

黄祖辉

革中，
激活要素，
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场化制度体系。

浙江大学教授

【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中共中央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三个优先”发展之一，也是中央
长期以来一贯重视“三农”问题，始终将“三农”
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将“三农”发展作为经济
社会
“压舱石”
的进一步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农业经营与分配制
度、农产品价格与购销制度、农村土地与宅基
地制度、农业税费与金融制度、集体经济和社
区治理制度、产业组织与产业化制度、农村公
共服务与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探索，
以及“城乡统筹”、
“新农村建设”、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发展战略

【

】

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制度需求
和举措的实施，我国农业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成效十分显著。但是，对照“农业要
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的追求、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要求以及中华民族“两个百年”的奋斗
目标，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依然滞后，农业农
村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是
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重点。因此，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本质上就是要补上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就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发
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从制度角度看，我
国农业农村能否实现优先发展，不仅需要政府
的政策倾斜，而且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五位一体”的制度支撑。从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重点是要建立体现中
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
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在十九届
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经济制度建构的核心是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社会制度建构的核心是要建立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
制度。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我国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的经济制度建构问题。

建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供给侧制度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除了阐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外，还特别
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农业农村而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供给
侧制度体系的建构，优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制度环境。在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农业
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是坚持“三个
激活”、
“三条底线”、
“三大调整”，其中“三个激
活”指激活市场、激活主体和激活要素。
“ 三个
激活”的本质就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制度体系。
激活市场
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机制同
步。激活市场就是要让市场在农业农村供给
侧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
作用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一是要建立在政
府更好发挥作用和行业组织协同的基础上，二
是要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的基础上，以形成本
文所述的“政府有为、市场有效、行业有能”、
“三位一体”的农业农村供给侧制度体系，使我
国农业农村供给侧制度能适应农业农村的高
质量发展和全球化竞争。当前，我国农业农村
供给侧的主要问题还是政府介入和干预过
多。表现为市场供求关系主要是政府在调控，
而不是市场和行业；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多，行
为如同企业，但又不受市场约束，而是政绩驱
动，各自为战，竞争过度，跨区域统一市场难形
成。在这样的格局下，市场主体也普遍存在重
政府、轻市场行为，分化和异化问题比较突
出。因此，要激活市场，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
能，但要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要同步改革地
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必须建立与
完善市场机制，也就是要激活市场主体和要
素，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很
显然，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过度干预市
场、替代市场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同
时，如果市场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制度，如
产权与交易制度不完善，那么政府即使转变职
能，激活市场和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也是一句空话。政府转变的职能，一部分由市
场来承担，一部分要由行业组织来承担，因此，

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还应对行业组织赋权
赋能，使行业组织能突破区域行政壁垒，实现
跨区域发展，让行业组织替代政府的部分职
能，在行业供给调适、有序竞争、质量追溯、品
牌营造、信息服务、价格协调、贸易 促进和主
体培育等方面发挥比政府和市场更为有效的
作用。
激活主体
关键是赋权赋能和经营制度适配。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主体是市场体系
的组成，主体和市场相互依存，是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的关系。在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激活主体的关键是要对作为农业农村经
营主体的产业组织或者农民赋权赋能，使其具
有经济性、独立性、平等性和激励相容的特
征。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在经济性上还存
在财产权不完整和权能不充分的问题，如农民
房屋不能买卖，进而难以抵押；又如合作社缺
乏内置金融功能，合作金融步履艰难。在独立
性上，主要是主体普遍过于依附政府，同时，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功能嵌入的情况下，农
民经济人和社会人身份难以有效分离，弱化了
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特征。在平等性
上，主要是存在因制度与政策的偏差而导致主
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不平等问题，一是缘于
城乡不平等的居民基本公共保障制度，二是与
政府对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扶持的偏差性有
关。经营制度对经营主体行为具有指向作用，
在农业农村的供给侧，存在家庭经营、合作经
营、公司经营等多种类型的经营制度，这些制
度具有自身功能属性，各自有其最适宜的领域
与主体对象。因此，要激活农业农村经营主
体，还需重视经营制度的完善及其与经营主体
的相互适配性，使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
营等市场主体形成分工合作、竞争有序、激励
相容、具有竞争活力的主体结构。在我国农业
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从经营制度与
经营主体相互适配的角度激活主体：一是要坚
持和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处理好集体
经营与家庭经营、合作经营的关系；二是要对
农业合作经营主体进一步赋权赋能，比如赋予
其合作金融与抵押保险等功能；三是重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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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与合作社规范化发展，防止因主体行为扭
曲、经营组织异化而导致的经营制度失效和市
场失灵；四是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适宜领
域，防止经营制度与经营主体错配；五是政府
育农、惠农政策要注意惠及普通农民，防止经
营主体过度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冲突。
激活要素
关键是建立要素市场化的制度体系。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经
济运行过程中市场配置和主体营运的基本对
象。激活要素要以市场和主体的激活为前提，
而要素激活又是市场与主体激活的基础。在
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激活要素的关
键是建立要素市场化制度体系，也就是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这一制
度体系的建构除了要充分体现更好发挥政府
和行业作用外，还需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的要求。从我国农业农村制度现状看，激活要
素，就是要建立土地要素“三权分置”、集体经
营与农民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共同
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础上的要素市场化
制度体系，这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目前，我国
农业农村要素的市场化总体上是滞后的，从土
地、劳动力、资本三大要素看，土地要素的市场
化程度依然不高，在“三权分置”下，仅经营权
的市场化比较充分。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仍
存在扭曲，原因主要是城乡基本公共保障的二
元结构以及相应的户籍制度制约，使得农村劳
动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也
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难以优化
配置。资本要素的市场化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不完善，突出表现为合作金
融严重滞后于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二是农民
信贷难与抵押难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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