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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乡愁 无法挽留

漫议

“土地银行”是怎么运转的
□本报记者 陈慧

普通银行整天跟货币打交

道，收存款、放贷款；这个银行则

跟土地打交道，存进来的是土

地，贷出去的还是土地。

它就是“土地银行”。2015

年 3月，为了解决“地块碎、劳力

弱、缺投入、缺服务”等农业经营

掣肘因素，临颍土地银行（河南汇

农土地流转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这是我省第一家全县域推进

的土地银行，临颍县政府持股

87%，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全程参

与组建。它既是土地流转平台，

还能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急

需的贷款服务。一年半过去了，

这家土地银行经营状况如何？各

方反应如何？运转中还有哪些

“成长的烦恼”？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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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岭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薄暮时分，炊烟袅袅，牛

羊归来……田园诗歌、童年记忆混合着插队知青的描述，

构成了一代人记忆中的乡下图景，也形塑着我们对乡下

的想象，而现代生活方式日益侵入当下农村，乡愁已经无

处寄托。

就拿乡下的建筑来说吧，从茅檐低小到青砖蓝瓦，从

水泥平房又到两层小楼，近年来农村建筑日益坚固起来，

但与记忆中的乡村面貌越来越远，各种不满在网络上弥

散起来。

乡下一位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干泥瓦匠，常年在老家

盖房修屋，现在已经是附近小有名气的包工头了。我问

他，为啥不照着原来的瓦房样子“修建如旧”呢？都盖成

新楼房，乡愁如何保留？

“砖从哪里来？瓦从哪里买？房子不结实，过三十年

再盖新的？你不能为了你的乡愁，不让村民盖楼。”他说，

县里早就禁止生产实心黏土砖了，新材料空心砖不足以

承重，蓝瓦已经没人生产，只有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最流

行，框架结构，坚固耐用，房顶可以晾晒玉米、小麦，还可

以放太阳能热水器。

在乡下，老房子渐渐消失，连炊烟也“袅袅”不起来

了。已经是 11月初，秋天的玉米秆还在村边的沟里丢弃

着，任凭它们沤烂。而几年前，玉米秆还是农民的宝贝。

相比起来，麦秸过于柔软，芝麻秆过于硬实，而玉米秆柔

中带刚，兼具易点燃和耐燃烧两种优点，长期以来是农家

烧火做饭的主要燃料。时过境迁，玉米秆如今落下个弃

身路边的凄惨下场，让人唏嘘不已。

如今农民再也不缺烧的了。农村电网持续改造升

级，电饭锅、电磁炉等家用电器数量、品种越来越多，液化

天然气干净便宜，送货上门，做饭时先到麦场里拽麦秸的

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况且麦场和麦秸垛也早已不见踪

影。排气扇和抽风机倒是在厨房安装得越来越多，斜斜

的房坡上露出的烟囱，再也不肯轻易飘荡起炊烟。

老牛也不在了，自从有了铁牛，老牛自知夕阳晚，不

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羊群偶尔还在，可以啃青的地方越来

越少。干净的农户连鸡鸭也不养了，家禽的屎尿打扫起

来太麻烦，气味也让人难以接受。

鸡鸣桑树颠，已渐成遥远的回忆，而狗继续在乡村活

跃，但守夜的职能也在悄然变化。在村中水泥路上奔跑

的孩子，他们后边跟随的不再是黄色土狗，而是毛茸茸的

宠物狗。我时常想象，再过 20年，他们出去务工之后，回

忆起来的童年和故乡，应该也很美好，但已经和我们脑海

中的故乡大不一样。

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的村庄，承载传统乡愁的乡村形

态逐渐消失，只要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更加幸福，我们的乡

愁，留与不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要感叹乡愁难留，新

的生活方式悄然来临，正在形成新的记忆和叙述，乡愁也

正在以一种你所陌生的面貌重构。⑧9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史娟

在家门口上班挣钱，走几分钟路到货品齐全的超市
买东西，到仓储代农点存粮换面，还能在500多平方米、
装有健身器材的文化广场上跳广场舞。对邓州市赵集镇
河北村的村民来说，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已
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而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村民李良才开始土地流转。
据传说，河北村曾是大舜隐居过的地方。当年，大舜

不愿接受禅让，便与7个朋友隐居在这里钓鱼、耕种。因
此，村民们认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舜帝当年耕种过，格外用
心经营自己的土地。无奈粮食收益不高，土地渐渐成为
村民眼中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很多农民只好外
出打工，村庄慢慢变成了死气沉沉的“空心村”。

村民李良才看在眼中，急在心中。2012年他看到生
猪销量不错，还能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就找村民说要流转
300亩地，一部分土地建养猪场，一部分土地种玉米加工
成饲料。没想到一部分村民坚决不同意，说猪场会弄得
十里八村都很臭。

李良才也不想因为致富，把家乡搞得污水横流，臭味
弥漫。他让村民代表跟着自己一起找专家寻求解决办
法。专家提出，搞循环农业是个好方法，猪粪可以当肥
料，还可以沼气发电。

与专家商议规划后，李良才流转土地700亩，发展养
殖种植一体的生态农业。他成立了合作社，种植小麦、玉
米200多亩，收获物做养猪的饲料。对猪粪便进行干湿
分离后，给种植的400余亩苗木浇灌施肥。

这次土地流转共涉及70户农户，没有外出打工，但
有劳动能力的19户在合作社上了班，月工资在2500元
左右。

结果，土地活了，效益也高了。4年来，李良才养猪
年效益达 1000多万元。种植的 400亩广玉兰、红叶石
楠、红叶李等风景树年收益也在100万元左右。这700
亩土地一年的收益，是单纯种粮食所无法比拟的。

如今，李良才又流转了100亩土地种植无公害蔬菜，
并承包了几个鱼塘，免费垂钓，探索发展集休闲旅游餐饮
于一体的观光农业。他说：“发展观光农业，带动就业多，
农民致富更快。”

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生活方式更是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村民们像城市人一样，上班挣工资，到超
市买生活用品，闲暇时跳广场舞。

李良才建了一个货品齐全、价格实惠的综合超市，商
品价格按进价+运费+车损卖给村民，只服务，不赚钱。
超市供应的是自己猪场的猪肉，价格更是比外面一斤便
宜3元钱。同时，李良才还出资建了一个500多平方米
的村文化广场，装有健身器材，村民们没事儿就来广场上
健身跳舞。

便捷、丰富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偏远村落的沉寂，曾
经冷落的村庄又焕发出勃勃生机。⑧2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高万宝

一粒小小的花生，产业链到底可以拉多
长，能做出多少文章？在全国花生种植第一
大县——正阳，正花投资5亿元建立花生食
品企业，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以花生秸秆为原
料种植食用菌，天润农业用花生秸秆来养羊
成为豫南最大的养羊场……一个个围绕花
生的产业正发展壮大。正阳，正让花生成为
农业供给侧改革新优势。小花生变成“金花
生”，释放增收大能量。

良种配良法
花生成新优势

近几年，花生价格一直较高，市场销路
也很好，但种植机械化水平低，主要靠人工
收获，劳动强度大，加之当地土地易板结，花
生种植面积一直难以扩大。

为了解决这一瓶颈问题，正阳县以提升
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为突破口，先后投入
2000多万元，支持本土企业或自主研发或
与科研院校合作生产花生机械。

“农机补贴、金融机构支持，正阳县花生
机械生产企业已发展到 38家，获得国家专
利103项，产品涵盖种植、收获、摘果等各个
环节，有力支撑正阳花生规模化种植。如今
全县花生种植面积已达150万亩。”豫丰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庆臣说。

“过去人工收花生，一个人 3天才能收
一亩，现在用收获机，一个小时能收 6至 8
亩。”种了一辈子花生的正阳县傅寨乡农
民李大兵说，如今正阳的花生收获期已由
原来的 45天，缩短为一周左右，又快又省
事。

正阳县农业局局长张宏超介绍，目前正
阳花生生产从耕、种、收到初加工，已全部实
现机械化，机收率达到 100%，花生机械保
有量、花生机收率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机收问题解决了，如何提高种植效益？
该县坚持去库存，把花生商品化变成花生良
种化。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花生专家张新友
团队合作，引进筛选新审定的豫花系列、远
杂系列、中花系列等多个新品种，依托良好
的花生生产条件，把正阳县打造为花生良种
繁育基地。仅此一项全县农民年人均增收
1500元。

此外，在花生种植上，引导群众由粗放
生产转向标准化生产，以此来降低成本。付
寨乡花生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李合理在正阳
县花生研究所指导下，推广了无公害栽培集
成技术模式。新技术集成起垄种植、测土配
方施肥、化学调控、黄曲霉毒素防控等，被国
家、省花生专家称为“正阳模式”。

“正阳花生产量高、品质佳，农药残留、
重金属含量、黄曲霉毒素污染等项指标，已
达到了国家绿色产品标准。”正阳县花生研
究所长、高级农艺师余辉说，正阳花生品牌
价值达 20.18亿元，通过规模化种植、品牌
化发展，正阳花生声名远扬。

补短板增效益
小花生变强大

如何让单一花生果变成一颗“金豆子”，
正阳通过补短板，让一棵花生从果到秧、连
头带尾产生效益。

围绕延长花生产业链条和提高附加
值，正阳大力发展花生精深加工业，发展花
生油、花生蛋白、花生炒货等系列产品加工

企业 23家，相继引进了君乐宝乳业、维维
集团、牧原集团等知名上市企业。君乐宝
乳业以花生秸秆为原料，维维粮油（正阳）
有限公司浓香花生油项目日处理花生果
550吨。

牧原集团的饲料生产、天润农业的湖羊
养殖、绿源专业合作社的食用菌种植等，使
花生秸秆、花生壳得到了充分利用，花生的
各个部位被“吃干榨净”。

“农民把花生秧存到这里，可以直接兑
换现金，还可以等价交换肥料、湖羊；如果存
的时间长，还可以得‘利息’。”天润公司董事
长曾兆军介绍，目前天润公司依托万头湖羊

育种基地，年可消化花生秸秆近万吨，此外
还向全国养殖企业供应花生秧加工饲料 5
万吨。

如何将花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正
阳县委书记刘艳丽说，准备与美国玛氏集团
合作，试种高油酸专用花生，让正阳花生走
向国际化；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合作，打造
总投资30亿元的“智慧农业”基地；加快推
进总投资 20亿元的正阳花生城建设，建成
集现货及期货交易、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易中心等。通过调
结构、降成本、补短板，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
新路子，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⑧9

一个新思路
改变一个村

观察

小花生如何变“金花生”

政府主导土地流转平台
农户、种田大户吃上“定心丸”

在当地人眼里，临颍土地银行的重要性
一点不比遍布大街小巷的其他银行逊色。

11月 17日，在杜曲镇杜街村河南和众
大美农业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1100多亩的
辣椒地里，老王正招呼170多个务工农民摘
辣椒。

“地包给谁也没有包给政府放心啊！”老
王笑嘻嘻地说道。土地银行成立前，老王家
的 15亩地直接包给种植大户，现在他宁愿
把地“存”进土地银行，再由土地银行“贷”给
和众大美农业科技产业园。

一存一贷之间，貌似增加了麻烦，却让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此吃上“定心
丸”。

流转土地，农民怕大户亏钱跑路，大户
怕农民三心二意。临颍土地银行总经理郭
彦杰说，如今，农民存地的利息（土地流转
费）由土地银行按期支付。种田大户直接向
土地银行申请用地，支付利息（土地流转
费），不用再和一家一户谈判。土地流转规
范了，双方的矛盾和纠纷减少了，没有后顾
之忧的农户可以安心出门打工，种田大户也

能放心经营、增
加土地投入。

据统计，自成立
以来，土地银行已存贷
土地总量 25万亩，涉及农
户 4.8 万户，占全县流转土地
面积的二分之一，占全县耕地总
面积的28.5%。目前有3000亩耕地
正在办理存入手续。

“我们鼓励以村组为单位集中连片存，
而且存期越长，利息越高，方便土地整治和
再分包。”郭彦杰介绍，土地银行目前连片
50亩以上、存入期限5年以上的超过80%，
100 亩以上、贷出期限 5 年以上的超过
70%，促进了土地流转规模化，提升了规模
经营效益。

农发行提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贷款融资不再那么难

一直以来，缺乏有效抵押物是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难以逾越的融资障碍。破解“贷款
难、贷款贵”是临颍土地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
初衷，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创新处副处长霍学怀
介绍，为了给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铺平道路，
该行与漯河市、临颍县通力合作，全程参与搭
建土地银行，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
广、可持续的信贷支农模式，在全国农发行系
统也是第一家。

目前，临颍县82家新型经营主体已经从
土地银行获得7300万元的融资支持，贷款金
额高的突破200万元，最低达到25万元，利
率也比市面上低。

临颍县天健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是受益
者之一。“合作社1800多亩耕地原来地租一
次性要付180万元，现在我只用付30%，另外
70%由土地银行先垫付给农户，到粮食收获
了再还，资金压力减轻不少。”合作社负责人
仝海亮说，今年9月份土地银行提供的流动资
金贷款更是雪中送炭，眼看要秋种了，麦种、

化肥钱还有30万元的缺口，急得没办法，赶快
向土地银行申请，贷款一天就到位了。

事实上，农发行的放贷对象是土地银
行，还款的当然也是土地银行，种植大户的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客观上转嫁给了土
地银行。那么，土地银行又有何办法抵御风
险？

郭彦杰坦诚，目前，因配套机制不完善
等诸多原因，单纯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贷
款还不能完全实现。土地银行为大户垫付
的70%土地流转费用，一半无须抵押担保，
另一半则需要公职人员或企业提供担保。

另外，控制风险还有三道安全阀。第一
道是种植业保险，想融资的大户必须购买种
植业保险，以降低自然灾害损失；第二道是正
在推进的贷款保证保险，大户确实还不上贷
款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第三道是政府出
资设立的500万元风险准备金，用于农发行
的贷款风险补偿。

可喜的是，临颍土地银行 2015年发放
的1300万元首笔土地流转贷款已经全部收
回，没有一个大户欠钱不还。

维持持续运转
土地银行开拓多种经营

土地银行的生命关键在于市场化，如何
能在保障各方利益、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同

时，找到自身发
展的支撑和动力

是关键所在。
这也是临颍土

地银行面临的实际困
难。郭彦杰说：“土地银行
只求保本微利，按照设计，

最重要的盈利点是土地存贷息
差，即农户存到我们这一亩地

1000元的话，贷给用地大户再加20～30元
的差价。”但实际工作中，大户们并不买账，目
前土地银行的收入主要依靠融资带来的利
息差。

据介绍，临颍县有意整合涉农项目优先
投放土地银行，这对土地银行的发展是一大
利好。郭彦杰说，这将有助于提升土地基础
设施条件，增加存入土地的含金量，使种植大
户乐于接受存贷息差。

同时，为拓宽业务范围，土地银行去年
从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申请集体建设用地复
垦贷款1.7亿元，对农村荒坑、荒片及违章建
筑拆迁腾出土地进行整治复垦，去年以来，已
整治复垦农村土地5400余亩。耕地面积增
加了，土地银行也找到一条不错的盈利途径。

通过土地流转平台，土地银行手里积攒了
大量的新型经营主体客户。郭彦杰介绍，土地
银行已经开展了诸如无人机飞防、农资代购、
测土配方施肥等综合服务，增加自身收益。

不过，现阶段土地银行“成长的烦恼”也
不少，比如资金缺口大、乡镇服务网点少、金
融服务产品单一等等。

在国家已经明确“三权分置”的大背景
下，临颍土地银行将获得一系列政策红利，依
托政府的公信力和资源优势，加上农发行河
南省分行的资金支持，将在土地流转、规模经
营领域大有作为。

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王民选认为，临颍
土地银行借“三权分置”改革东风不断完善
配套措施，为金融资金注入农业搭建了很好
的平台，激发农业生产要素活力，调动各类市
场主体经营农业的积极性，为破解“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难题拓展了途径，彰显出深
化改革的河南元素。⑧2

花生大丰收，农民喜笑颜开。 高万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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