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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业供给侧改革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一杯奶，强健一个民族”这样的口
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三聚氰胺事
件后，国内奶业告别十年黄金发展期，
开始陷入涨跌交替的周期怪圈。近几
年，我省奶业在快速发展同时，如何摆
脱强周期带来的不稳定性，推动奶业继
续健康发展备受关注。

奶业发展“两碰头”

“奶价前两年每公斤还冲到过4块
钱，今年 6月份曾跌到 3元以下。”新乡
市奶农老邢感觉养奶牛越来越难。

而随着中秋节和国庆节节日消费攀
升，近期奶源又出现供应相对紧张局面。

奶牛生长慢，通常两年半到三年才
能产奶。价格的起伏不定让老邢对养
奶牛能否挣钱产生了怀疑。

国内奶价时高时低，起伏不定原因
何在？特别是近两年，随着进口低价乳
制品冲击和奶业消费增长放缓“两碰
头”，奶业全行业面临挑战。

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有天然牧场，
原料成本低，随着关税放开，对国内市
场造成冲击。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自
2014年 2月开始，生鲜乳价格连续 10
个月下跌，之后一直低位徘徊。

作为全国新兴奶业大省、奶类产量
达353万吨的河南，也同样受到这样的
影响，“两碰头”的现象在所难免。

此外，我省还同时面临一些问题：
平均单产水平只有 6 吨多，与奶业发
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乳制品加工企
业总体规模不大，带动力还不强；奶类
消费水平比较低；养殖、加工产销衔接
不够紧密等。

消费需求未来可期

今年8月，国内乳品企业君乐宝宣
布，旗下婴幼儿配方奶粉将以“同款同
质同价”的形式进入香港市场销售。

从去香港买奶粉，到去香港卖奶粉
——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华丽转身，
是民族奶业逆境中崛起的真实写照。

从长远看我国奶业发展依然具有
深厚的潜力。有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
人均奶消费量达到36公斤，比2000年
增加 28.4 公斤，比 2008 年增加约 6公
斤，但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
一，发展中国家的二分之一。

“去年全国液态奶销量增长在各类
大宗食品中仍是较快的，奶类消费有望
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中
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进一步解释，未

来随着收入增加、人口增长、城镇化水
平提高，特别是全面放开二孩后，奶制
品消费需求会不断增加。

在国内消费过渡到喝好奶的发展
阶段以及在进口奶冲击越来越大的情
况下，未来奶业发展方向应更加聚焦低
温的巴氏鲜奶。乳业研究专家宋亮表
示：“当前我国已经解决了喝奶问题，现
在进入到喝好奶的阶段，巴氏鲜奶代表
了高品质牛奶。”

据了解，巴氏鲜奶（低温奶）早已成
为全球最流行、保留牛奶营养成分最多
的牛奶。据统计，发达国家饮用巴氏鲜
奶占液态奶比例达 95%以上，有着“世
界上每消费 4杯牛奶，其中 3杯是巴氏
鲜奶”的说法。

面对当前奶业市场，我省奶牛养殖
企业把“奶吧”办进学校，开辟了新的市
场途径。位于上蔡的牛硕牧业与当地

学校合作，在学校销售巴氏鲜奶，每个
月可卖50多吨，前景不错，值得推广。

转型升级破解难题

当前，奶业面临的困难与宏观经济
大环境和国际乳制品价格周期性波动
有关，但主要还是自身竞争力不够强，
成本高效能低，奶牛养殖和乳制品加工
一体化程度仍然不高，消费者对国产乳
制品的消费信心仍然不强。

奶业发展，必须转型升级。省畜
牧局奶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只
有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各个链条
一体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紧密的奶业
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奶
业“缺时抢、多时拒”和奶价频繁波动
等问题。

为推动我省奶业持续健康发展，我
省将以建设优质奶源基地为重点，培育
壮大乳品加工龙头企业，多点联动，推
动我省奶业生态发展、绿色发展，努力
打造100万头高产奶牛产业化工程。

具体来讲，就是提单产保质量。我
省将继续开展奶牛单产提升行动，通过
大力发展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降低生
产成本，提升奶牛单产，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奶牛单产水平由目前的 6.5吨
左右提高到8吨以上。此外，要完善并
充分发挥生鲜乳质量安全信息化追溯
体系的作用，实现来源清、去向明，确保
生鲜乳质量安全。

奶业目前面临的是一种“成长的烦
恼”。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谷继承表
示，只有转型发展，加强引导消费，通过
扩大巴氏鲜奶、奶酪制品等结构性供
给，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从而推动奶业
持续健康发展。⑧8

奶业亟待破解“成长烦恼”

□方化祎

忘不了年少时课本上《多收了

三五斗》的故事，也见惯了“谷贱伤

农”的情节。面对波谲云诡的市

场，农业和农民常常成为最容易受

伤的一方。最近看生产机器人的

大疆科技创始人的专访，题目是

《这世界笨死了》，真的是狂得没边

儿，忍不住就想，农业是不是也这

样？

当然这是气话，所谓爱之深、

恨之切。但是，小生产者在面对汹

涌的大市场，总是显得迟钝、落后，

不只是慢半拍了，有时真有堂吉诃

德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悲壮。那

么，谁能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能

让农业未卜先知、“脑洞”大开？

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制，

曾经在解放生产力上发挥过巨大

的作用，但它的先天弱势，在与现

代化的大农业竞争时，则暴露得淋

漓尽致。生产效率的低下，是传统

农业体制下的一个重要特征。而

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传统农业的华丽

蝶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农

田水利基础建设，是我省不少地方

的短板，三门峡通过补山地小水利

工程建设这个短板，支持和培育了

名闻遐迩的特色农业，让“寺河山”、

“二仙坡”等苹果品牌越擦越亮。这

是补短板补出来的亮点之一。

信息的不对称，也是传统农业

的特点之一。分散居住的农民，很

少了解百公里外的世界，对外部市

场的信息多数只知道一鳞半爪。

这就出现了什么便宜种什么、什么

贵不种什么的奇怪现象。农产品

特别是玉米，在国际市场价格的长

期走低、农业成本不断增高的前提

下，即使不计算劳动力投入，利润

空间也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互联

网+农业，大数据时代，则为化解信

息 不 对 称 问 题 提 供 了 绝 佳 的 渠

道。一根光缆，一部手机，就可以

把闭塞的村落与外部世界联系起

来，把农业与大市场联结起来。通

过互联网，我省的特色农产品正在

走向全球。而“互联网+”也为提升

现代农业、打造特色品牌，提供了

巨大的可能。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中，

80 后、90 后年轻人，打工返乡农民

工，新的经济组织，有见识有作为

的第一书记，投身农业的企业家

等群体，正在成为引风气之先的

开拓者。我省已经出现了一些留

学归来当农民、硕士甚至博士当

农民的例子。他们的出现，把市

场的观念、外部的信息和规模经

营的方法理念，带入到传统农业

当中，正在成为提升传统农业的

生力军，这些群体，或许成为为农

业开“脑洞”的人。⑧8

谁为农业开“脑洞”

现状：少人欢喜多人忧

杜卫远是商水县舒庄乡杜店村人，
今年种植玉米 800多亩。他种的玉米
棒子长得大，籽粒饱满，今年获得大丰
收，亩产达到 1600斤以上。他说：“之
所以获得好收成，得益于种了郑单1002
这个好品种。”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培育的玉米
新品种，籽粒大，产量高，大风刮不倒。
今年因天气原因很多玉米倒伏了，但杜
卫远种的玉米没倒。他说：“别管玉米
价格高还是低，单产高了，收益还是要
高得多。”

9月25日，离杜卫远玉米地不到百
米的地方，农民张留柱正在收自家种的
3亩玉米。他种的玉米棒小，很多棒还零
星地只有几个玉米粒。他说：“估计亩产
也就是800斤左右。自己在外打工，很
少管，旱时没浇地施肥。”他感叹，玉米的
收益低，请几天假回来浇地不值。

种普通玉米有人欢喜有人愁，种全
株青贮玉米、特色玉米的则是皆大欢
喜。赵书杰是中贮草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在西平、巩义、中牟、沈丘等地订单
种植青贮玉米5万多亩，连日来一直在
忙着收割并直接打包。

在商水县，一个农民给记者算账后
说：“按照目前每斤七毛多计算，如果今
年玉米亩产 1000斤，扣除耕地、化肥、
种子、机收等费用，正好不赔也不赚。”

但是，今年亩产想达到 1000斤以
上真不容易。流转土地的大户还有地
价，赚钱更难。难怪像杜卫远这样的种
植大户也说：“今年种玉米赚钱难。”

问诊：玉米症结出在哪儿

与花生、大豆等秋季作物相比，种

玉米的比较收益较低，其直接原因当然
是玉米价格低。在今年 9月 20日郑州
粮食批发市场“2016年秋粮暨饲料用粮
研讨会”上，专家普遍认为，未来我国陈
玉米的消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玉米价
格下滑已是大势所趋。目前省内玉米
价格在每斤0.75元左右。

对此，省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省农科院粮作所唐保军研究员认为：

“玉米表面上看是价格走低导致收益降
低的问题，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是玉
米生产成本过高，比较收益低。”

一家一户的小农体制是其中最重要
的原因。遂平县阳丰乡农民李海种植玉
米5亩，夫妻俩都在外打工，种时回家一
次，收时回家一次，平时根本不回家管
理。他说：“不管产量低，管太多成本高不
划算。算来算去还是靠天收比较合算。”

这就是小农体制下农民普遍的矛

盾心态。因为缺乏规模效益，农民种植
玉米的生产成本较高，自然比较效益就
低了，大家普遍有种玉米不赚钱甚至赔
钱的感觉。

同时，玉米自身的种植结构也存在
较大问题，市场不需要的种植多，市场
需要的则种植面积小。就我省来说，基
本上是品种单一，一品独大。农民习惯
于种植普通玉米，结果造成普通玉米过
剩，青贮玉米和特色玉米不能有效满足
市场需求。如南阳天冠集团加工乙醇
汽油，需要大量的高淀粉玉米。但是，
我省缺乏高淀粉玉米的规模化种植，企
业也只有选择普通的低淀粉玉米了。

出路：未来怎样种玉米

现在玉米价格低迷、库存较大，适当
调减玉米势在必行。玉米价格走低对玉

米种植来说，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次机
遇。唐保军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秋粮需要减少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
花生、大豆等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但玉米
本身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减少普通
玉米，增加青贮玉米和特色玉米的种植
面积，是玉米出路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我省玉米库存量不大，基本上
能自产自销。在我省玉米的消费结构
中，70%用于饲料了。我省规划到2020
年，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达400万亩到
500万亩。目前全省青贮玉米只有 60
万亩，与去年相比虽然增长了 36%，还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青贮玉米经过发酵，能提高牛奶质
量，也能提高牛肉质量。收益高，还解
决了秸秆焚烧的难题。唐保军说：“我
省是养殖大省，对青贮玉米的需求巨
大。随着玉米价格走低和‘粮改饲’的
推进，青贮玉米将越来越受到市场追
捧，收益也会越来越好。”

对普通玉米来说，出路在于继续培
育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让农民种玉米赚钱。同时，培育能
直接收玉米粒的品种，能让农民像收小
麦一样收玉米，实现玉米的全程机械
化，进一步减少劳力，降低玉米生产成
本。根本的出路还是加快土地流转，推
动规模化种植。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
降低玉米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让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种玉米能
赚钱，从而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⑧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陈慧

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经营效益
的前提。山地和丘陵占 87%的济
源，土地流转率已达53.26%，平原
地区更是超过90%，远超全省40%
的平均水平，为土地规模经营、提
高农产品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

那么，济源市在引导土地流转
方面的创新和探索，给全省带来哪
些启示？

机制创新引领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速度依赖于农民对
土地的依赖程度。拥有40万农业
人口的济源市，只有46万亩耕地，
人均只有一亩。而作为工业重镇
和全省城乡一体化示范市，济源农
民赚钱不缺机会。仅在 2015年，
济源二、三产业就吸纳农村劳动力
16.5万人。

“有田无人种、有人无田种”，
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兼
业化现象显现，不少土地甚至被撂
荒。

土地流转势在必行，更是水到
渠成。早在 2009年，司礼镇涧南
庄村就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647
亩耕地化零为整，对本村村民和外
来大户“招商引资”，统一规划为粮
食区、大棚区、养殖区、苗木区。成
为股东的村民，除了每年430斤小
麦保底，还有村集体资产每年200
元左右的分红。

涧南庄村建起的 200 个蔬菜
大棚，政府每个补助一万元。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信普说，没有政府贴
钱，这么多大棚建不起来。

这种直接奖补是普惠性的。
据统计，2009 年济源涉农资金达
到3.9亿元, 超过市本级财政收入
的三分之一。

自 2012 年起，济源就开始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
确权成为土地流转的助推剂，让农
民吃上了“定心丸”。济源 400多
个村庄，已有 64个村实现整村流
转，100 亩以上流转面积 15.7 万
亩，占土地流转面积的67.3%。

“四台一会”破解融资难题

农业投入大、见效慢、风险大、
贷款难，资金是个老大难。撒胡椒
面式的补助财政难以为继，更重要
的是，资金使用没有重点、效益难
以保证。

如何把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
更好地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13 年，济源市争取成为我省首
家开发性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设试点市，和国开行河南省分

行搭建了管理平台、统贷平台、担
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四台
一会”融资服务模式。

在济源市一叶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建兵看来，“四台一
会”相对银行贷款，宽松简便，3-5
家企业互保，设施棚舍、生产设备、
生物性资产及浮动资产均可抵
押。该公司流转土地 3000亩，靠

“四台一会”贷款150万元。
通过“四台一会”，济源已累计

为112家企业发放贷款2.95亿元。
济源市农牧局副局长张正敏介绍，
农牧局旗下的济源市富民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作为统贷平台，负责统借
统还、批量承接开发银行信贷资金。

同时，济源设立农业发展专项
基金 3000万元，专门用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贷款的风险保证金、风
险 准 备 金 和 贷 款 贴 息 。
2015-2017年，济源市又争取到上
级专项财政支持，两项合计贴息比
例高达80%-100%。

企业互保、政府增信的“四台
一会”融资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
企业有效资产抵押不足的问题，打
消了银行的顾虑，探索出了一条破
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新路子。

利益共享各方抱团发展

土地流转后形成“合作社+农
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家庭
农场+合作社”等新的利益联结机
制。实践中，产业链条的断裂、脱
节及合同违约现象时有发生。参
与各方如何做到“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一直备受关注。

经过多年探索，济源已涌现出
一批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和紧密的
典型。

王屋镇柏木洼村土地统一流
转到合作社后，与市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济源绿茵种业公司联姻，
签订长期种子回收合同，带动了周
边 25个村发展蔬菜制种，实现农
户、合作社、公司三方共赢。

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增强了
优良品种、配套技术、农业机械等
推广应用能力，提高了农产品品
质，节约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市场
竞争力，也使济源的农业产业结构
得到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优质粮
食、生态畜牧、薄皮核桃、蔬菜、烟
草五大优势主导产业。

“500亩以上的核桃种植村达
90 个，被誉为中国‘薄皮核桃之
乡’；蔬菜制种面积 3.2万亩，是全
国的十字花科蔬菜制种基地；畜牧
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
43.8%……”济源市农办主任李军
玲很是自豪。⑧8

今天我们怎么种玉米

库存巨大，价格走低，

种玉米的收益越来越低，甚

至开始赔钱。许多农民困

惑，玉米还能不能种？种啥

玉米更合算？

近日，记者连续走访

种地农民、专业户和专家，

共同探讨玉米未来的出路。

济源土地流转
为何风生水起

浚县现代化养牛。 赵士杰 摄 资料图片

▲汝南县
留盆镇朱楼村
青贮玉米正在
收 获 。 孙 凯
王峰 摄

◀我省农
业专家查看商
水县示范田。
李运海 摄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李运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