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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一直在新疆打工有

三年没回过家的商水县舒庄乡大

朱庄村青年朱凯坐在开往村子里

的公交车上! 看到了宽广平坦的

水泥路! 听到了锣鼓喧天的腰鼓

声! 还有映入眼帘的一排排新楼

房"一个个板材加工厂"一片片新

种植的核桃园#$$$$$眼前的这一

切令朱凯惊叹不已 % &三年不回

家!变化可真大' (

走进家门!朱凯看到母亲正在

厨房做饭马上放下行李去帮忙 )

他看到厨房墙壁上贴满了洁白的

瓷片!而母亲正在用沼气做饭) 朱

凯问 % &妈 ! 您天天用沼气做饭

吗* (

&对呀!不仅用它做饭!还用它

照明呢' (

&建沼气得花多少钱啊* (

&

2###

块钱) 因为乡政府有优

惠政策!凡是计生户!建一座沼气

池!乡政府给予
$##

元的补贴) 咱

是计生光荣户! 除乡政府给咱补

贴
$##

元外!村里又奖给咱一套沼

气灶具! 咱等于自己花了
7###

块

钱) (

&还是政府的惠民政策好) (

&孩子!好政策还多着呢!听妈

跟你说说) 去年冬天!咱们乡被规

划为五万亩永久性高标准粮田建

设基地!由国家投资!地里修成了

水泥路!建了好多生产桥!打了许

多机井) 同时!咱们村又是省农科

院建立的三千亩高标准粮田示范

园!麦种+玉米种"化肥"农药全部

由农科院免费提供! 咱农民只需

管理) 你说!这好事打着灯笼也难

找啊' (

&我爸干啥去了*该吃饭了!还

不见他回来) (

&去村文化大院了)去年!县里

出资为咱们村建起文化大院 !村

里又成立了腰鼓队"秧歌队"文艺

宣传队! 我和你爸都是村里的文

艺骨干! 没事就去文化大院打腰

鼓"扭秧歌) 你爸今天去文化大院

参加春节文艺表演排练了! 过几

天! 让你看看咱村的春节文艺表

演) (

&妈! 咱村头建起那么多板材

加工厂!好热闹啊' (

&这多亏县" 乡出台了鼓励农

民创业的好政策) 乡政府规定%谁

创办企业! 乡政府帮助解决创业

资金!并免征两年的税费) 县劳动

部门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每人提供

!

万元无息贷款) 这两年!咱村创

办了板材加工厂"养殖场"玩具加

工厂共
8#

多家企业! 村里除外出

打工人员! 剩余劳动力都去这些

企业干活去了) 特别是留守妇女!

她们既不耽误在家照顾老人孩

子!又不耽误管理农田!还不耽误

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

&妈!党的十八大提出!鼓励微

型企业发展) 县"乡政府又都有这

么多的优惠政策! 今年我也不出

去打工了! 在家创办一个板材加

工厂) (

&好!好) 到时!我跟你爸也给

你打工去!你就使劲干吧' (母子

俩说起新年新计划更是信心满

足!精神振奋)

返乡看新貌 亲人说喜事
!

乔连军

本报讯 &从厂里领回一批订

单!做完后就有
2###

多元收入) (

刚从镇里&领活(回来的郭王村留

守妇女王小彩高兴地说) 近年来!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留守妇女致富

技能!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该镇立足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

&小手工("&小种养("&小买卖(等

特色&小经济(!成功帮助留守妇女

在家门口找到就业门路)

"小手工#借枝致富

&我没有技术! 以前就只能干

点农活!现在在这不仅可以赚钱补

贴家用! 而且还可以学点小手艺!

等以后条件成熟了我也开家这样

的小厂子) (家住庄王村的李小华

如是说)

近年来!该镇迅速发展纺织企

业!成了当地工业增长和农民增收

的新亮点!早些年忙活在田间地头

的农村留守妇女现在借助镇里的

小针织厂成了&两栖(农民)她们纷

纷 &洗脚进镇 (进厂上班 !过上了

&离土不离乡(的新生活) 同时!该

镇还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开办培

训班等方式!帮助有资金"有技术

的农村妇女兴办针织厂" 手套厂)

目前! 该镇已有
7#

多个小型针织

加工厂!解决了
2##

多名农村留守

妇女就业问题)

"小种养$借地生财

近日!小赵庄村的赵小妹成了

大忙人!白天忙着在自家的大棚里

管理黄瓜"西红柿等!晚上忙着去

镇上的&妇女之家(听蔬菜种植课)

为促进经济发展!该镇从本地

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政府补贴"项目

扶持"典型带动!引导和鼓励留守妇

女发展小型种植养殖业) 政府还组

织镇里的&田秀才("&土专家(定期

为留守妇女上技术课)目前!该镇共

有
9##

多名留守妇女从事蔬菜种

植"家禽养殖等庭院&小经济(!人均

年增加收入
73##

多元)

%小买卖$借机创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新生代农民返乡创业需求也不断

增加)该镇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无

息贷款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农民走

出家门做&小买卖(!改变农民&靠

天吃饭"种地为生(的传统观念!不

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去年

$

月!该镇&女强人(李小荣就在当

地政府的帮扶下!在镇里租了间店

面做起了服装生意) 目前!她的服

装店纯收入已超过
$

万多元)

!薛全伟"

农用车在冬季寒冷的条件下作

业! 怎样合理的用水是一项有讲究

的&细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如

果农用车使用冷却水不当! 则很容

易使机体受到损害! 甚至缩短发动

机的寿命) 广大农机户在冬季用车

时!要注意加强农用车加水"放水的

科学管理)

农用车作业结束后不要急于放

水! 很多农机户用完车后就立即放

掉水! 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刚熄

火的发动机机身温度高达
"#(

左

右!与外界温度相差很大!这样由于

冷却速度过快会很容易造成水箱"

发动机件" 气缸盖等开裂) 正确的

方法是让发动机怠速运转
$)7#

分

钟! 待机体温度降到
3#*):#*

时

再放掉冷却水) 农用车启动时!要

先加热水再打火启动) 农用车一经

启动后!发动机的温度会急剧升高!

此时燃烧室的瞬时温度可达
7##*

以上! 这个温度下坚决不可以加冷

水! 否则很容易使机体汽缸套缸盖

及涡流室镶块因骤冷而产生裂纹!

活塞"连杆等也会变形!要保证在发

动机启动前向水箱加入
$#*

热水)

放水时要注意观察放水情况)

农用车长期使用会很容易形成水

垢"杂质等沉积物!而这些沉积物会

大量聚集到放水开关里! 造成开关

堵塞!致使冷却水放不尽!从而造成

发动机冻裂)因此!农机户要仔细观

察放水情况!如果水流不畅!应疏通

放水开关! 使机体内的冷却水全部

放出)

放水后要摇转曲轴数圈将水排

净) 一般大中型农用车打开放水开

关时! 常常不能将水箱里的冷却水

放尽! 结果一部分冷却水还留在水

道里! 这样仍然会有冻坏机体的可

能)放完水后!农机户要用人力摇转

曲轴数圈!通过发动机件"气缸等之

间的相互工作!将残存积水排尽)

!艳奎"

冬季或早春气温较低时! 麦田

管理要注意两点%

一是防治小麦蚜虫" 红蜘蛛等

害虫时! 喷洒氧化乐果比乐果效果

好)这是因为!乐果对害虫的毒杀效

力随温度的下降而显著减弱! 而氧

化乐果的药效受温度影响较小!即

使在较低的温度,

7!*

以下-下!也

能发挥其正常的杀虫作用) 与氧化

乐果相似的还有杀灭菊酯! 这种杀

虫剂在低温,

7!*

-下的毒效反而比

在高温,

2!*

-下更高)

二是追肥时! 施用碳酸氢铵比

尿素好)俗话说%&施肥贵巧!对劲才

好)(碳酸氢铵施入土壤后能被小麦

直接吸收利用! 而尿素则需要在土

壤中尿细菌酶的作用下转化成碳酸

铵才能供根系吸收)在这里!尿素转

化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土壤温

度.正常情况下!施入土壤中的尿素

全部转化为碳酸铵!在地温为
7#*

时需要
:)7#

天!

9#*

时仅需要
2)9

天) 可见!小麦冬季或早春追肥!施

用碳酸氢铵比尿素见效快. 如果施

用尿素! 还往往会因为肥效发挥缓

慢而影响麦苗生长)

!王玉堂"

本报讯 为彻底改变当前农村

中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吃喝浪费现

象严重的情况! 大连乡在全乡
92

个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全乡大操

大办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

一是加强领导)乡里专门成立

领导组!出台/严禁乡+村干部大操

大办婚丧喜事的规定0) 各村成立

由村支书任会长!老党员+老干部

和群众代表任成员的红白理事会!

制定了理事会章程和严格的红白

事操办规定)

二是广泛宣传)召开全乡党员

及村民代表千人培训大会!对各村

成立红白理事会作出整体的安排

和部署)利用广播+标语+横幅等多

种形式! 造响红白理事会声势!改

变广大群众爱面子+好攀比的传统

观念)

三是落实责任)实行婚丧大事

申报制度!党员干部带头落实红白

事操办规定! 在公开栏进行公示!

同时给予违纪者经济和党纪处分)

对各村的理事会进行年终评比!严

格奖惩制度)

截至目前
;

全乡各村红白理事

会已累计为群众操办了
3<

多场红

白事! 节省经济开支
$

万元以上!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郑瑞同"

实用技术
"

冬春管小麦注意两件事

农用车冬季用水有窍门
基层传真

"

李寨镇

!小经济" 助留守妇女
家门口实现!大增收"

春节前夕#商水县魏集镇的年画市场成为年关大集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既有生肖年画$门神年画等

传统年画#又有幸福家庭行动$打工奔上小康路等方面的创新年画#吸引着赶集人的眼球% 图为红火的

年画市场% 苏建广 摄

大连乡

成立村级红白理事会

!!!!!!

近年来#在加快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北京门头沟区部分农村进行了

整体拆迁#农民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 为保障这些失地农民的利益#门

头沟区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作试行农村集体资产信托化经营管

理方式#以白庄子村和东辛称村为试点#共投入集体和个人资金
743

亿

元用于信托化经营管理% 经过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截止到

2<72

年底# 北京有
92<

万名农民当上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股

东#

7<:9

个村子实现股份分红% 图为北京门头沟区白庄子村和东辛称

村的村民代表领到分红&大红包'%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三农新语
"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

水平全面提升#已成为对接分散小

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重要途径#

成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

村繁荣的重要依靠#成为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的重要力量#是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一大突出亮点#为农业农村经

济持续较快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有力促进了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的提升%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

业化经营组织快速发展#已经成为

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供应的重

要主体#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支

持促进作用% 目前#各类产业化经

营组织超过
2$

万个# 辐射带动全

国
8<=

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龙头企业
77

万多家# 销售收入突

破
3

万亿元#所提供的农产品及加

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
7>

9

#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

的
2>9

以上%

有力促进了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发育和构建%龙头企业强化完

整产业链条建设#推动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有力提升了农业的产

业素质% 目前#流通型龙头企业市

场交易额超过
2

万亿元#龙头企业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原料采购值之

比超过
2+7

% 内蒙古$吉林$辽宁$山

东$河南$湖南等地农产品加工业

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各

类产业化经营组织通过多种方式

密切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带动农民

增收#实现企业与农民共享产业化

发展成果%目前#采用合作$股份合

作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的产业

化经营组织已超过总数的
9$=

(各

类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户超过

747

亿户# 农户加入产业化经营年

户均增收
28<<

多元%

有力促进了农业科技创新与

应用水平的提高%龙头企业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推广应用先

进适用技术#为农业科技进步提供

了物质保障和基础条件#为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平台% 目

前#超过
"<=

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建立了研发中心#

3<=

的企业科研

成果获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认定

或奖励#龙头企业中聚集了一大批

从事科技研发和技术推广的农业

科技人员%

有力促进了区域优势产业和

县域经济发展%各地涌现出一批主

导产业突出$规模效应明显$组织

化程度较高的龙头企业集群#不仅

发展农产品加工#而且带动发展储

藏$包装$运输等配套产业#培育了

县域经济增长点% 目前#第一批
:3

个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已基

本涵盖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菜

篮子'产品#聚集了规模以上龙头

企业
8<<<

多家#辐射带动
73$<

万

农户#吸纳就业
79:

万人#为县域

经济发展培育了重要支柱%

农业产业化成三农发展突出亮点
!

农平

,

月
-,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0 全文公

布)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过去十

年我国的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

结!突出强调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

分发挥基本经营制度优越性! 着力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文件公布

之际!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 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一号文件

的亮点等相关热点问题接受了记者

采访)

问! 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主要希望解决

哪些问题)

陈锡文!

.//0

年以来! 我国粮

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

现&九连快()一方面!我国农业农村

形势确实很好!但同时!农业农村还

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

一号文件提出了构建集约化+

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 在越来越多农村

人口外出打工就业的背景下! 提出

创新农业经营组织问题! 强调创新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各地反映很必

要)

从产业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来

看!家庭是农业经营最有效的主体!

我国面临的问题是家庭经营规模过

于细小!成本高+风险高) 我们强调

要实现两个转变! 一是家庭经营要

向采取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

转变. 二是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

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

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就是要使农村

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把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特长发挥出

来)

问!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是不是

意味着实行了多年的家庭承包经营

制度有可能改变呢)

陈锡文! 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生

产经营!没有不以农户为主的)农业

搞得再好也还是以农民家庭为主!

只不过规模大小有差异) 轻易地否

定农户经营制度!我们是不赞成的)

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 以家庭

经营为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 一些

人认为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规模小!

不能实现现代化)但迄今为止!没看

到哪个国家农业不以家庭经营为基

础)农业经营规模是由国情+资源禀

赋决定的! 是不是以家庭为经营主

体!是由农业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

古今中外! 农业不以家庭为主而搞

得好的!还没有看到)

当然! 随着科技进步+ 农业发

展!在有些领域!如设施农业!用公

司+企业化经营的形式也许有优势)

但按照工业化的生产! 必须有工业

化的条件111必须可以精确监控+

标准化生产+ 对劳力付出也可以标

准化计量!大田生产还是要靠家庭)

问! 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完成农

村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 颁证之后是否意味着

农村宅基地就可以买卖$抵押)

陈锡文! 确权登记颁证是为了

清晰产权!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农

村宅基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是

可以流转的! 但你要卖给本集体经

济组织之外的人!那是不可以的)如

果宅基地可以卖给社会上任何人!

那就是商品房! 这个土地的性质就

变了)小产权房之所以违法!是因为

它不符合规划!跟所有权没有关系)

至于说到农村土地不能抵押问

题!这里也存在一个误解)在以小农

经济为主的国家! 大部分农村靠的

是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 不需要

抵押物! 靠村民提供的有效信用来

贷款) 我不赞成拿农民的住房和土

地去抵押! 为什么* 因为法律不允

许)

让农民以房屋和土地为抵押去

贷款! 本身是泛市场化下非常片面

的一种做法)农业贷款!不是仅靠商

业金融可以解决的)至少四年前!银

监会就发过通知! 不需要抵押物的

信用贷款!最高贷款额可以达到
-/

万元)

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对

于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不强制$ 不限制# 这是出于什么考

虑)

陈锡文! 我们历来坚持土地流

转要按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全国

土地流转规模! 到去年占土地承包

合同面积的
./1

!近
.23

亿亩!大多

数是农民自愿的) 但现在一些地方

确实出现了强制流转的问题) 有些

地方为了追求规模效益! 不加限制

地引进工商企业大面积+ 长时间租

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出现

了损害农民土地权益+ 粮地非粮化

等现象! 改变了农户的经营主体地

位)从长远来看!这不仅会影响粮食

生产的稳定发展! 也会影响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稳定! 给农村的经济

社会结构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

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可以

提高经营效益! 但经营规模也并不

是越大越好) 作为农业的基本经营

主体! 在一定的投入水平+ 技术水

平+生产条件下!农户的经营规模会

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经营规模超自

身经营能力后!资源利用率+土地产

出率和经济效益都可能下降)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表明!全

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
,24!

亿户!

其中纯农户
,235

亿户) 如果都大规

模经营!其余农户转到哪儿去*我们

一方面主张适度规模经营! 一方面

扶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

织!通过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

一家一户解决不了+ 解决起来不经

济的问题!而不是换一个经营主体)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不是否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读一号文件亮点

!

新华社记者 车玉明 于文静

日前! 笔者在四川省长宁县

开佛乡田心组村民刘新荣家看

到!时近年关!刘新荣正在准备年

货) 只见她从家里抱出一大捆笋

壳叶!拣出其中又长又宽的)刘新

荣说!这笋壳是赶集时买的!过去

笋壳叶是煮饭生火用! 如今吃黄

粑的人多了! 连带笋壳叶都卖
7

块钱一斤)

长宁县是中国竹子之乡!竹

林面积
32473

万亩!每到春天!竹

林中万杆竹笋破土而出! 裹住竹

笋的笋壳叶随着嫩竹长成! 一张

张笋壳叶落满竹林) 精明的竹乡

家庭主妇! 利用空闲时间到竹林

中捡笋壳叶! 捡回家的笋壳叶晒

干后!主妇们将笋壳叶打成捆!除

了自家用以外! 多余的拿到市场

出售)

市场有需求!就有经济效益)

在长宁! 过去不值钱的笋壳叶现

在也变成了&钱串串(!尤其在年

关时候!更是变成了紧俏货)

摘自&四川农村日报'

近日! 陕西省华县柳枝镇丰

良村的香椿大棚里! 种植户们都

忙着采摘今年的第一茬香椿!和

往年一样! 香椿一上市就被各地

客商抢购一空)

走进一个香椿大棚内! 一股

浓香扑鼻而来!笔者看到!一米多

高的香椿树密密匝匝!生机盎然!

嫩绿的香椿芽挂满枝头! 清脆欲

滴! 煞是喜人) 大棚里正在采摘

香椿的拓欢民父子向笔者介绍!

他家今年共种植
9

棚香椿! 数下

来是
$

万棵!根本就不愁卖!只要

采下来! 客商每天都会在村里或

地头收购! 今年的香椿因为他们

育苗早!栽得早!再加上最近天气

回暖!气温上升 !大概在去年
72

月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一直要卖

到今年
8

月份) 像他家这样的大

棚! 每年的纯收入大都在
2

万元

左右)

摘自&陕西农村报'

笋壳叶成了!钱串串"

!小香椿"抢占!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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