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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政策护春耕 农资涨价须警惕

改革论坛



乡村现代化的核心是体面，不是 GDP

春耕时节，
调查发现，
目前部分地方尿素、

【核心提示】 乡村现代化很难用衡量农业效率的指标来衡量，如果乡村现代化用效率指标来衡量，就容易搞
出问题来。农业现代化是要效率，乡村现代化是要体面。这两个合起来的局面是什么？一切在乡村从事很高效

复合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农民

率、很高农业回报的人，
在一个很体面的村庄生活。

种植成本增加。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农业是

□刘守英

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要稳定粮食生产和供给，
必须
稳定农资价格，
对于当前的农资涨价苗头要高
度警惕。

春耕备耕 农资先行
新一年春耕备耕正在全国范围
内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陆续展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得到控
制，在国家关注种业发展、多地生猪
存栏量稳步增加进而带动饲料价格
上涨等“利好”因素的驱动下，今年
各地农民从事春季农业生产特别是
以水稻、春玉米为代表的粮食作物
的种植积极性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农资价格
出现的涨价苗头。比如，广西部分
地区尿素价格已从去年每吨均价
1800 元涨至 2400 元，山东德州市平
原县每吨复合肥价格较去年同期上
涨 220 元，河北邢台市化肥价格普
遍上涨 10%左右。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化肥等
农资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事关保
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全年粮食
生产目标大局，须臾不可放松。基
层群众期待地方政府在稳价格、稳
预期方面出台更多有力举措，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标本兼治稳定农资
价格。
诚然，农资价格上涨有多方面
的原因，比如春节前后大宗商品、原
材料价格整体上涨，一些地区农资
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农资供求关系
不平衡，粮食价格上涨预期等。但
也要看到，农资涨价背后也有一些
投机炒作的因素。
稳定农资价格，相关部门要及
时发布农资供求信息，定期进行价
格监测，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农
资市场价格垄断、哄抬价格、串通涨
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维护农业生产
经营秩序和农民合法权益。同时，
要进一步优化产业调控机制，培育
扶持一批大型农资龙头企业，稳定
农资生产。进一步完善农资储备制
度，形成平抑价格的有效调控机制，
努力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价格变
动。农业部门可与化肥、农药等供
销企业和厂家合作，统筹区域内村
屯、种粮大户和合作社的农资需求，
通过团购等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帮
助农民降低种粮成本。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
门发出通知，要求做好 2021 年春耕
化肥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要
求各地区高度重视春耕化肥生产工
作，全力提高生产能力，增加春耕化

肥可供资源量，畅通干线运输和末
端配送，做好储备和进出口工作，增
强化肥市场调节能力等。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部署，针对本
地实情采取措施稳定农资价格，抓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春播春管，牢
牢把握 2021 年粮食生产安全的主
动权。

生产成本有所上升
随着农忙时节到来，以化肥、农
药为代表的农资价格快速上涨，加
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潜在影
响，
今年农民春耕依然存有隐忧。
陕西省合阳县甘井镇佃头社区
地处渭北“旱腰带”，这几年在武警
陕西省总队执勤支队的帮扶下顺利
摆脱了贫困，但频发的自然灾害成
为许多农民的最大隐忧。农民曹锁
乾说，这两年村里新修了水井、灌溉
渠道，生产条件大大改观，但每年霜
冻带来的损失依然很大，现在国家
将粮食生产放到了重要地位，今年
我准备种植 30 亩玉米，并准备通过
喷施防冻剂、灌水、熏烟方法等尽可
能降低损失。
“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农
业生产抗风险体系建设，将农民的
种粮后顾之忧降到最低。”
洞庭湖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多位粮农反映，今年开春以
来，以化肥为主的农资价格上涨厉
害，明显抬高了种粮成本。湖南省
沅江市共华镇宪成垸村的种粮大户
刘正清今年种了 60 亩粮田，他说，
与去年同期相比，当地每吨复合肥
零售价上涨了 500 元，每吨尿素上涨
了 500 元。
“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
与病虫害统防统治企业签订合同，
但今年因为价格上涨，后期存在继
续涨价可能，现在企业都不愿意按
原来价格签订合同，病虫害防治只
能一拖再拖。
”
湖北省监利县嘉润农机专业合
作社是一家主打绿色、生态循环农
业，种植水稻、青储玉米的综合性农
业服务机构。负责人杨永智说，合
作社要发展，但农业类贷款额度小，
融资难融资贵仍然存在，农业设备
不能抵押为合作社发展带来了瓶
颈。
“加上化肥、农药、饲料价格上涨
超过水稻收购价，水稻种子同质化
严重且价格偏高，生物有机肥推广
力度不够，农民生物有机肥施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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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普遍不高，这些都给绿色农业
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
各类农机对于保障春耕备耕和
粮食安全起到重大作用，但记者采
访发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
然环境、农业生产情况千差万别，各
地对农机的实际需求也各不相同。
我国目前的农机补贴主要以平原地
区、粮油生产的大型机械为主，较少
考虑贫困山区的小型农机，以及服
务经济作物的特色农机。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下
畈村的桃农陈春发说，他承包种植
水蜜桃近 500 亩，桃园生产机械化应
用十分迫切，但是能够通过农机购
置补贴购买的机具仅有拖拉机及小
型植保机械，而十分适用于果园的
乘坐式割草机、乘坐式打药机，由于
价格较高，购机压力很大，他的桃园
农机化步伐慢了下来。
宁波市奉化区农机管理站技术
科科长丁盛表示，目前农业生产中
常用的农机约 90%已经可以通过补
贴购买和使用，剩下 10%的部分恰
恰是农民最需要的农机装备，却找
不到补贴渠道，享受不到农机政策
优惠。同时，农机市场存在良莠不
齐现象，农民缺乏辨别能力，有时买
到假劣农机产品也投诉无门。
浙江省余姚市种粮大户朱涛
说，全国的农机补贴政策 3 年一调
整，目前各地春耕正陆续展开，然而
2021 年到 2023 年度的全国农机补

贴政策还没有正式出台，导致许多
农户只能观望，不敢轻易投入大笔
资金购买，还有一些农户只能冒着
可能得不到补贴的风险购置。

持续做好农业生产保障
受访人士认为，一年之计在于
春，今年农业生产能否在疫情过后
保持稳定，包括农资服务、农技推
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在内的各项
保障措施必须跟上，未来仍需加大
绿色、生态、良好农业的推广及普及
力度。
甘肃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信息
中心负责人郭凌阳说，粮食好与坏，
农资是关键。
“应从做好农资调剂余
缺入手，及时掌握市场供需及价格
走势，确保化肥等农资有需即供，防
止供应断档、货源脱销。同时，开展
农资假冒伪劣整治专项行动，加快
农资服务转型创新，依托庄稼医院、
为农服务中心开展春耕用肥用药指
导服务，努力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
生产主体提供农业投入品供应方案
等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
黑龙江省肇源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杨洪东说，应通过稳定补贴等
手段缓解种植成本增加给种植者带
来的困难，同时加大农资领域打假
等工作力度，防止部分不法经营者
闻利而动，损害农民利益。
“另外，仍
需加大对保护性耕作等新型种植技

术的推广力度，采取稳定和扩大农
机 具 补 贴 等 方 式 ，有 效 保 护 黑 土
地。”
吉林省梨树县种粮大户张帅
说，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特别是
口粮安全，口粮主要指水稻、小麦等
粮食作物。水稻生产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方面具有特殊意义。近些
年，由于受灌溉条件、人工成本高、
农民外出务工、玉米价格上涨等多
种因素影响，种植玉米收益高于一
般水稻，建议农民朋友不要跟风，盲
目进行“水改旱”，影响自身的种粮
收益。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农水局副
局长尹学兴建议，应完善春耕备播
机械补贴政策。尽快落实灵活机动
农机补贴政策，让购买农机具的农
民得到实惠，调动其积极性。同时，
根据春耕生产进度，及时调度农机
具，提高农机作业效率，确保作业质
量，
促进农机春耕生产顺利开展。
云南省西盟县农科局副局长岩
专建议，加强对水利设施的投入，同
时对因实施高标准农田影响农民生
产的，纳入产业扶持对象，提升农民
的积极性。同时，增加各类技能培
训，提升农民的种植、养殖水平，促
进增收致富。
（本文综合自新华社、经济参考
报等相关报道整理而成。文字整
理：
王平）

【链接】

农业成本提高，
如何保障农民利益
□壹粒壹粒
春耕时节，农资选购对农民
来说是头等大事，对农业生产和
农民丰产增收至关重要。在农业
生产资料普遍上涨的背景下，如
何调动种粮积极性，维护市场相
对稳定，
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呢？
农民关心的除了秋天的粮价
外，就是农资的质量和价格。东
北是粳稻产区，商品粮主产区，更
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2021
年粳稻保护价已尘埃落定，不管
其托市还是托底，三年保持稳定
的最低收购价格，虽然农民希望
越高越好，但这个价格在农民看
来反响大不。种植户通过近几年
的水稻产业发展看到，要想卖好
钱，就得种优质稻，所以更关心种
子。想要多赚钱，还要把成本降
下来，质量提上去。今年农资又
如何呢？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涨”
！
种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增产作
用显著，良种不仅质量有保证，而
且具有产量高、品质优、抗病抗逆
性强等多重优点。农民买种的投
入就好比对自己的孩子，舍的投
入，更舍得付出。就怕买不到好
的种子而误入农资忽悠团，购买
一些套包种子或代号非审定种
子，且价格不菲。因此建议农户
参考当地省市农业部门每年推介
的品种，这是权威部门依据作物
特性、品质、积温、市场认可度等
做出的农作物品种种植区域布局
规 划 ，也 是 农 业 生 产 的 重 要 依
据。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种子。
同时，今年种子的起步价格较高，
而且个别品种持续上涨。
化学肥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也可形容为“大涨”
,由此带给
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压力巨大，同
时也给劣质肥料可乘之机。市场

上会看到一些产品把不该标示的
其他成分记入总养分，不附合国
家标准，混淆是非，迷惑消费，坑
农害农。
春耕化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
定事关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
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大局。日
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
农业生产资料协会发布消息，380
多万吨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春耕肥
顺利投放市场，对春耕肥料的供
应和保持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
益、保障粮食安全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农业综合执法深入生资
一线，开展执法宣传检查，维护消
费者权益，护航农业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生产
资料的相对平稳，关乎农民切身
利益，农业良性发展，中国人的饭
碗不能砸在自己的手上。
（摘编自“三农爱好者”
）

农业农村现代化，最重要的是
什么？为什么既要提农业的现代
化，也要提农村的现代化？这是做
乡村振兴时一定要考虑的。
过去长期提的是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是
几个生产率的提高——土地生产
率、劳动生产率，还有资源利用效
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既是一个
土地利用率的问题，也是提高土地
产出的问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
单位劳动产出水平的问题，还是一
个产出的指标，无非就是每个劳动
者的产出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还是为了更高的产出。农业
现代化的内涵，当然这几个生产率
是前提、是基本，讲产出的效率，很
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增加产出。但
光讲产出的效率够不够？
第二，现在谈农业现代化，很
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农业的回报
率。提高农业生产率，回报率不一
定提高。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可

以 提 高 土 地 的 生 产 率 ，机 械 的 使
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农业
的回报提高了吗？不一定。所以，
这里面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农
业的回报率，要提高，单位土地的
农业回报一定要上升。否则，如果
一亩地只有七八百块钱的回报，扩
大到一百亩，也只有多少？如果单
位农业的回报不提升，从事农业的
报 酬 就 难 以 提 高 ；农 业 报 酬 不 提
高，就没有人愿意搞农业。现在很
多人讲，资本要下乡，要扩大生产
规模，但一扩大规模，成本就上去
了，地租、劳动力成本上去了，那样
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回报不一
定也提高了。这样的农业，怎么去
弄？
第 三 ，怎 么 使 农 业 回 报 率 上
升？很重要的是，农业的要素组合
方式要改变。组合方式不是某个
单一要素的扩大——或者土地规
模扩大，或者机械使用的扩大，或
者技术，这种单一要素的改变解决
不了农业回报率提高的问题；而是
要素的匹配度提高、要素组合效率

的提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外出、
从事非农产业的情况下，农业内部
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企业家、
市场，所有的这些要素重新组合、
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率。这是非常
重要的。如果只讲要素替代、资本
替代劳动，
然后化肥来替代土地，
结
果肯定是成本就上去了。
第四，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收入
增加。如果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收
入不能得到提高，他就不会专心从
事 农 业 生 产 ，可 能 大 量 的 从 事 其
他，农业作为副业。
综上，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指
标，第一是三率（土地生产率、劳动
生产率、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第
二是农业回报提高，第三是农业要
素组合和匹配度的提高，第四是从
事农业的劳动者收入增加，这四个
方面一起组合，来提高整个中国农
业现代化的程度。
目前农村年轻人外流，留守乡
村的以老人和儿童为主，这样一种
状况也没关系，不是老人就一定不
行，日本、美国农业也基本都是老

人，关键是有要素组合。如果没有
要 素 组 合 ，即 便 年 轻 人 去 从 事 农
业，也不行，他没有报酬。如果有
好的要素组合，比如有企业家的资
源进来，有很好的市场，有资本的
进入，他会对这些老人进行培训、
去 提 高 技 能 ，来 增 加 要 素 的 匹 配
度。现在关键是年轻人在农村回
报低，其他要素也没有进来，光靠
年轻人也解决不了问题。
乡村的现代化，有没有统一的
指标？乡村现代化很难用衡量农
业效率的指标来衡量，如果乡村现
代化用效率指标来衡量，就容易搞
出问题来。
有时候会说，一个乡村创造了
多少 GDP，其实乡村不是创造 GDP
的地方。如果你要乡村去创造
GDP，那就错了。乡村现代化的核
心 是 什 么 ？ 我 觉 得 是 体 面 ，不 是
GDP。农业是效率，但农村是体面。
乡村现代化的核心是，进到这
个乡村以后，你很舒服。第一，民
居的风格要独特、要有地方特色，
跟整个自然环境是和谐配套的。

各抒己见

现象评说

乡村既要宜居
又要宜业

农村户口更吃香了吗
【核心提示】 日前，山东省户籍新政引发关注。据报道，
“十四五”时期，山东省将按照“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原
则，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入乡返乡创业就业的高校学生、退伍军人，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的原进城落户农村人口回农村落户。
□乔金亮
山东省户籍新政适应了人口在
城乡间双向流动和人才返乡创业创
新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解
除了少部分农民想进城落户但又有
后顾之忧的问题。当然，具体落户
到哪个村以及能否跟其他村民一样
享受同等份额的集体权益，都取决
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意
愿。
山东是国内首个宣布进城农民
可返乡落户的省份。笔者认为，城
市户口不再那么“吃香”，也让人思
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进程
中，
如何让农民在城乡间进退有据、
合理流动。
曾几何时，一纸户口让多少想
走出农村的人望城兴叹。那时，农
民想获得城市户口，
只能通过考学、
参军、录取公务员等有限途径。户
口的背后是城乡在教育、医疗、社
保、就业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此后，
户籍政策逐步松动，
“农转非”
“蓝印
户口”
等曾在各地出现。如今，
附着
在户口上的福利待遇逐渐剥离，农
民落户中小城市和县城已经没有任
何障碍，
落户大城市也不稀奇。
时至今日，农民落户中小城市
的意愿普遍不高，很多进城农民并
不急于迁户口。其实，对个体的农
民来说，
无论城镇化还是逆城镇化，
都是基于现实的自主选择。人们关
心的不是户口簿上
“城镇”
或
“农业”
字样，而是能否带来实际好处。如

现在进到所有乡村，都是两层楼、
三层楼，盖了很多“白宫”，但整个
乡 村 没 有 特 色 。 那 是 现 代 化 吗？
不是。第二，适合农民需求的乡村
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乡村的环
境整治、乡村的道路、乡村的公共
服务，要跟乡村居民的需求、跟整
个村庄的状态很合拍。现在很多
村部建的很大，路修得很宽，都在
搞厕所革命，没有用啊。第三，乡
村的人能够得到体面的关怀。这
里面包括老人的归属、老人的文化
和精神、养老；另外是儿童的教育
基本权利等，人的这些权利体系都
很重要。第四，乡村的公序良俗。
乡村的整个治理，一定是你进到这
个乡村很和谐，各种正式和非正式
的制度在这个乡村很有规矩，对权
力的制约也很透明到位——乡村
也有人在做事，
提供大量公共活动。
这些东西加起来，不是要做到
很奢华。乡村的现代化，不是搞的
完全跟乡村的文化、风格、乡村人
的需求脱节，而是一定要相合拍、
要体面；不能缺，不能最后差别很
大、没着落。
农业现代化是要效率，乡村现
代化是要体面。这两个合起来的
局面是什么？一切在乡村从事很
高效率、很高农业回报的人，在一
个很体面的村庄生活。
(摘编自《腾讯新闻》
）

今，农民对落户城镇态度更理性更
从容，这既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结果，也是乡村
不断发展、
城乡差距缩小的表现。
山东省户籍新政值得肯定，是
因为其符合当地城镇化发展的实际
情况，
符合经济社会承载力，
适应了
人口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人才返乡
创业创新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解除了少部分农民想进城落户
但又有后顾之忧的问题。值得注意
的是，
就进城落户而言，
山东新政是
全面放开，取消其他前置条件和附
加限制；
就返乡落户而言，
是有限定
条件的，对人群身份和实施范围都
有严格限定。
可 以 说 ，返 乡 落 户 政 策 更 苛
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怎
么改革，并非所有城镇户籍人群都
可以把户口迁到农村。此前，就全
国而言，农民一旦落户城市想再迁
回农村几乎不可能；那些原本就是
城镇户口的人群，更不能把户口迁
到农村，户口基本只能单向从农村
向城市转移。一些城市人群渴望到
农村去居住生活，
一些大学生、
退伍
军人返乡创业创新，这些行为本身
并不需要迁移户口。在改革中，对
允许户口从城市迁到农村设置前置
条件和附加限制，
既是必要的，
也是
合理的。
城乡最大的不同除了经济社会
发展程度以外，还在于农村的土地
和集体资产是集体经济范畴。由于
历史原因，农民首先是一种身份概

念，是户口在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当然，
在现代社会分工中，
农
民还是一种职业概念，指专门从事
农业生产经营的人群。身份和职业
的区别在于，
身份只能被动接受，
但
职业可以自主选择。伴随社会进
步，农民正经历从身份到职业的转
变，这也是城镇化和逆城镇化交织
的过程。
当前，我国城乡间差距持续缩
小，但农村内部差距仍然很大。农
村户口更“吃香”了，主要是针对部
分村庄而言。那些城里人或返乡者
想落户的农村地区，大多经济实力
发达、集体经济雄厚、村容村貌整
洁、基础设施完善。随着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
有些城中村、
城郊村等户口含金量很高，表现在
三方面：一是可以分红，在一些村，
村民分红收入远超普通市民收入；
二是土地增值，
在大城市近郊，
城镇
化带动征地补偿、
宅基地租金上涨；
三是生活舒适，这些农村在形态上
已经与城市社区没有太大区别。
有一点要强调，符合条件的城
市人群即使可以落户农村，但具体
落户到哪个村以及能否跟其他村民
一样享受同等份额的集体权益，都
取决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
意愿。
（摘编自《经济日报》
）

□柯柄生
我国国土面积中，98%以上是
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融
合是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乡村的
空间，不再仅仅是农民生活和农业
生产空间，也日益成为城乡人口的
共享空间和各种产业的发展空间。
封闭的绿水青山，农民独享，就
仅仅是宜居；而开放的绿水青山，城
乡共享，就既是宜居，也是宜业——
乡村文旅产业。
我理解，乡村宜居宜业的要求，
就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要求。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环境整洁。要没有工
业污染，没有农业（畜禽粪便和农业
化学品残留）污染，没有生活污水垃
圾污染。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
要求。第二，是景观优美。包括自
然景观和建筑文化景观。自然景观
要达到水清、地绿、山青、天蓝。建
筑文化景观要做到布局合理，错落
有致，与自然环境和谐。第三，是设
施发达。主要是各种公共服务设
施，包括道路、水电、网络，以及卫
生、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设施。在这
方面，乡村应该向城镇看齐，逐步向
着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上三方面，
既 是 宜 居 的 要 求 ，也 是 宜 业 的 要
求。宜居，是关键基础。而高水平
的宜居，会大大促进宜业。
促进乡村宜居宜业，需要同时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在政府作
用方面，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建
设和环境管理，尤其是环境污染整
治、生态与自然景观保护、建筑景观
规划和服务等。这些方面，都具有
基础性和公益性，难以靠市场机制
和企业行为实现，必须靠政府尤其
是地方政府发挥好作用。
（摘编自《农村工作通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