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关 注·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这些东北农民不仅不“猫冬”，而且抢着去广东
北薯南种，粤黑农业合作让冬季闲田不闲，
“薯中文章”带来粮食安全“增量”
本报记者徐金鹏、吴涛

元。但李亚文认为，
“北薯南种”不仅是让黑龙
江农民挣了钱，
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
李亚文说，
东北人到冬天习惯“猫冬”，认
为不是做事的时候。以前有些人是“小钱不稀
罕，
大钱挣不来”，
到冬天除了喝酒打牌，
无事
可做。经过几年熏陶，
很多农民认识到就算是
小钱，每天有钱挣，也比在家待着强。之前动
员农民来广东没人来，现在哪怕不能回去过
春节也有人抢着来。
“以前合作社的农民种地，
看隔壁种什么
挣钱就跟着种什么。来广东几年后，
学会先了
解全国市场信息，
再选择种什么。
”常更国说。
在遂溪的马铃薯土豆种植基地，记者看
到，为了方便工作，合作社农民住的都是田
边集装箱改建的临时房间，土豆收完就要拆
走。相比窝在家里温暖的炕上，条件其实很
艰苦。
但为什么大家还要争着来？
“因为有奔
头、有希望、有动力。
”李亚文说。

当黑龙江农民常更国第一次听说能去广东
种马铃薯时，
第一反应是“开玩笑，
不可能”。
常更国过去几十年中已习惯“猫冬”，如今
却在广东湛江市遂溪县种了 5 年马铃薯，连续
3 个春节没回黑龙江。
如今，两万多亩来自北国冰雪之地的马铃
薯，在 3800 多公里外的南海之滨开花结果，并
从“北薯南种”发展成为“稻稻薯”模式，不仅带
来粮食增收、土地增效、农民增收，农民思想意
识也在交流中改变，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也助
力东北振兴。

靠地图走出来的
“北薯南种”
马铃薯（土豆）是我国第四大主粮。
“黄麻子
土豆”是黑龙江省望奎县东郊乡的特色产业。
2011 年，时任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东
郊镇党委书记李亚文到广东参加了一次马铃薯
产业会议，发现在广东惠东县，
冬天可以种植马
铃薯，
深受触动。
“冬天竟然还可以种植马铃薯，
东北人到了
冬天都有 4 个月要‘猫冬’，啥也干不了。”李亚
文说。
作为党委书记，
李亚文除了要给地方产业
发展找出路，
还有另外的压力，
“一些人闲着没
事儿干，
就会搞事情”。
让农民有事做有收入、地方产业有出路的
想法，让李亚文开完会后没有立即返回黑龙江，
而是选择留下来四处考察，寻找合适种植马铃
薯的地方。
寻找的过程颇为曲折。从黑龙江初来乍到，
东北话和“粤式普通话”沟通起来，
极为不顺，第
一年找地无果。
但李亚文并未放弃。其后 3 年，李亚文每
年都带着人到广东寻找适合种植马铃薯的地
方。人生地不熟，就拿着地图一处一处找过去，
去农场、去镇政府……
马铃薯种植不仅对土壤、气温和降雨等有
要求，还需要适合大机械生产的地形，
这样才有
效益。
李亚文曾因为不懂广东气候冒着台风赶
路，租用的三轮车被吹翻摔伤了腿，
也曾被冷眼
相待，
但总有热心人。
2014 年，在遂溪县青阳镇时任镇长庞宇
的帮助下，当地在 500 亩旱坡地上试种了“黄
麻 子”，亩 产 高 达 5 0 0 0 斤 ，每 亩 收 益 2 0 0 0
多元。
在黑龙江种马铃薯，一年只能种一季，
一亩
地 就 挣 2 0 0 元 。两 相 对 比 ，是 1 0 倍 效 益 的
增量。
黑龙江农民到广东种马铃薯的事业由此启

“薯中文章”
仍需更多支持

工人们在“稻稻薯”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播种土豆。
幕，
如今种植面积已扩大到两万多亩。

“稻稻薯”
带来粮食安全
“增量”
2020 年 11 月的遂溪县城月镇石塘村，
晚稻已经收割完毕。在粤黑合作示范项目“稻
稻薯”生产基地，原本属于冬闲田的数百亩水
稻田中，农民正热火朝天地种植马铃薯。
在广东地区，很多水田在早造和晚造两季
水稻种植后，冬季闲置。所谓“稻稻薯”生产模
式，就是利用冬季闲田，每年 11 月在水稻收割
后开始种植马铃薯，次年 3 月收完。
2019 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
黑龙江省绥化市万奎县龙薯现代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社（简称合作社）与广东粤良种业有限
公司（简称粤良种业）进行了合作。粤良种业将
生产基地的 710 亩稻田租给合作社，探索“稻
稻薯”生产种植。
第一次的试种就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已是合作社联社理事长的常更国告诉
记者，2019 年每亩马铃薯收成 2.5 吨左右，总
产超过 1500 吨。第一年试种产量偏低，改进后

本报记者王瑞平摄

可能超过 4 吨。
因为冬季的新鲜马铃薯就只有广东有，
市场售价好。常更国说，2019 年一斤卖到
1.6 元到 1.8 元，除去种植成本，一亩能挣
3000 多元。
粤良种业副总经理郭荣发说，
“稻稻薯”
项目还可培肥地力。合作社在种植马铃薯过
程中大量使用有机肥，一亩地使用鸡粪达
700 斤，这明显改善了土地肥力。第二年早造
水稻化肥需求量减少了一半，且每季水稻增
产三四十公斤。
常更国说，
“稻稻薯”模式生产时间仅 3
个月，合作社农民每人能挣两三万元。且遂溪
本地农民也增收，冬种马铃薯使当地农地租
金从 200 多元涨到 600 元以上。同时，合作
社雇用当地百姓种植，一年发工资超过 200
万元。
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再次提出，要提升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陈东说，
“稻稻薯”项目发展
空间很大，
有助于广东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仅
湛江可利用的冬闲田就超过百万亩，
江门、阳

江和惠州等地区也可种植，就算种不到 100
万亩，如果能发展到 50 万亩，带来的粮食增
量也很可观。
即使按一亩地产 2.5 吨马铃薯计算，50
万亩土地就可产 125 万吨（12.5 亿公斤）马
铃薯。种植马铃薯后的水田一季增产 30 公
斤水稻，两季就可增产 60 公斤，50 万亩水
田就可增产 3000 万公斤粮食。

小土豆撬动大格局
“稻稻薯”生产模式，可以在现有资源要
素约束下、现有耕地基础上，
为我国粮食安全
增添保障。同时，
也为创造性开展粤黑对口合
作，
推动东北振兴带来启示。
“稻稻薯”已成为粤黑合作项目。2018
年制定的《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重点
工作计划》提出，加强两省在基地建设、农业
经营、三产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理念和先
进经验交流，引导黑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广东省扩大马铃薯基地建设。
7 年过去，合作社有成员挣钱超过百万

目前“稻稻薯”已受到广东农业部门重
视，去年提供了 400 万元支持资金，并帮忙
引入了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希望能推进
“稻稻薯”生产模式的规模化、产业化和信息
化。合作社也准备在湛江建 8-10 个基地，扩
大到 1 万亩，
并引入加工企业。
但才起步的“稻稻薯”要全面推开，还面
临土地流转、产业链形成和本土化带动地方
农民参与等难题。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一方面需要地方干
部充分认识到“稻稻薯”作为粤黑合作示范项
目的粮食安全价值和经济作用，不能将其与
普通农业产业等而视之。不论是大规模从当
地农民手中短期流转冬闲田，
还是当地农民、
合作社集中种植马铃薯，都离不开地方政府
部门的引导、支持和协调。
另一方面可考虑将“稻稻薯”纳入广东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从 2018 年开始，广东开
始大规模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基本实
现每个农业县至少有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形成了“百园强县、千亿兴农”格局，
快速推动
了乡村振兴。
目前这一政策仍在推进，
有关人士建议
加强对“稻稻薯”的引导，
在其符合标准后申
报广东、
甚至国家现代产业园支持目录。
虽然目前遂溪当地已有种植大户看好
“稻稻薯”前景，并主动提出参与其中，但相
对而言，
“稻稻薯”在当地的知名度仍较低，
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借样板案例解释未来
收 益 ，形 成 全 社 会 参 与 粤 黑 对 口 合 作 的
氛围。

胶贱伤农，
“一杯橡胶水售价不如一瓶矿泉水”
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约占全球 40% ，但国内橡胶长期成本倒挂，胶园弃管、胶工流失严重
本报记者罗江、浦超
自 2011 年起，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跌，甚
至一度出现“一杯胶水不如一瓶矿泉水值钱”的
窘境。去年以来，
胶价低迷叠加疫情、旱情影响，
橡胶主产区海南、云南的橡胶企业和胶农损失
严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发现，橡胶生产效
益低下、综合成本高昂，国内橡胶长期成本倒
挂，胶园弃管、胶工流失严重，天然橡胶种植面
积和产量保障面临较大压力。

胶价持续走低，胶农增收乏力
在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盟公司班帅
三队，胶工周宏伟暂别日夜颠倒的割胶工作。
他家承包 89 亩胶园，去年割胶获得 6 万多元
收入。
“前些年橡胶行情好，
收入是现在的两倍。”
他说，橡胶干胶价格一路走低，
从最高时的每公
斤 20 多元跌到 12 元，去年多数时候在 9 元到
10 元间浮动。
云南、海南是我国橡胶主产区，
橡胶对当地
农民增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仅海南全省就
种植橡胶约 800 万亩，涉及 200 多万农民。然
而，天然橡胶价格从 2011 年每吨 4.2 万元的历
史高位持续下跌，近几年在 1.2 万元左右徘徊，
种植效益低下胶农增收乏力。
业内人士指出，2005 年到 2012 年橡胶
价格走高，主产国大量种植，新增胶树产胶后
遇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出现总体供应过剩。去
年初，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停摆，产业链难以
形成复工闭环，天然橡胶价格一度跌破每吨万
元，三季度胶价在短暂上升后又回落到较低
水平。
在种植端，
去年上半年海南、云南遭遇严重
旱情。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
截至去年

3 月底，全省橡胶干旱受灾面积 346.67 万亩，
开割推迟、产量下降。根据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提供的数据，去年该公司大量成熟胶园因旱
情休割、停割，
受灾率一度高达 35.7% 。
直至去年 7 月，海南西部的胶树才普遍满
足开割条件，开割期较往年延后近 3 个月。记
者在海南昌江、白沙等地部分国营和民营胶园
采访发现，
大面积胶树枯死无胶可采。
在海胶集团红林分公司 17 生产队，持续
高温干旱导致 2.6 万株橡胶树有近一半枯死。
该生产队往年 4 月开割，但去年直到 9 月底还
无法正常产胶。
“一年约 8 个月的割期错过了
一半，也错失了高产期。”该生产队队长李光存
说，去年 1 月起胶工一直无钱可领，12 名胶工
有 6 人辞职。

效益低成本高，稳产压力凸显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资源，
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约占全球 40% 。2017
年，我国将天然橡胶产地列入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范畴。其中，
云南和海南分别划定和建设
900 万亩、840 万亩。记者走访两省发现，受产
出效益低、成本高企的双重挤压，
天然橡胶产业
发展举步维艰，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面临较大
压力。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天然橡胶种植自
然条件劣势凸显。据海胶集团调查，
海南橡胶平
均单产仅为东南亚橡胶主产区约 60% 的水平。
气候限制下适宜植胶土地资源约束趋紧，云南
农垦经过 60 多年开发建设已种植天然橡胶近
220 万亩，垦区内宜植胶土地资源基本开发
完毕。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所长黄华
孙说，虽然我国成功在北纬 17 度以北大面积
种植天然橡胶树，
但适植区域和发展规模有限。
橡胶树生长、产胶常年受到低温影响，
还面临台

风灾害。而东南亚的植胶国冬季没有低温，受
台风影响较小，即使相同品种和管理水平，
我
国的橡胶单产偏低。
云南农垦有关负责人介绍，大部分胶园
水土保持、林间道路、防护工程等配套工程滞
后，
老龄胶园和低产胶园不能及时更新。海南
也面临同样问题，据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
预 估 ，全 省 3 0 年 以 上 树 龄 的 胶 园 面 积 近
100 万亩，
低产胶园达 150 万亩。
海南、云南民营胶园以农户分散式经营
为主，栽培管理技术落后产量更低。在万宁
市北大镇六角岭村，脱贫户蒋春妹种植的
100 多株橡胶树长势矮小、密密麻麻无序分
布，加之缺乏管护，她家胶园单产仅为垦区
胶 园 的 三 分 之 一 ，割 一 次 胶 只 有 1 0 多 元
收入。
与此同时，国内天然橡胶生产成本居高
不下。记者采访了解到，
海胶集团天然橡胶直
接生产成本达每吨 1.6 万元；云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自产干胶综合成本也高达每吨 1.5
万元，仅割胶和胶园抚管人工成本已达到约
1 万元每吨。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连
续多年跌破成本。
东南亚国家人工、土地成本大幅低于国
内，如泰国每吨橡胶生产成本约 8 千元，当
胶价在万元低位时仍有割胶动力。海胶集团
红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指出，比如割胶收入
每月都是 1500 元，对海南农民而言意味着
生活拮据，但在东南亚已达到农民的中高水
平收入。
效益低下引发胶园弃管、弃割，
种植面积
和产量保障存在较大压力。4 年多来，海胶集
团红林分公司公司胶工人数从 900 多个减
少到 500 多个，胶工平均年龄接近 50 岁。该
公司 1.8 万亩新开割胶园、老化胶园和偏远
胶园因效益低下无人割胶，存在被周边农民
侵占种植其他作物的风险。

“由于胶价低迷，
近两年胶工年收入每年
平均下降 1 万元，许多人都放弃割胶外出打
工了。”周宏伟介绍，他所在的班帅三队有
110 名承包胶园的村民，去年仍在家割胶的
只剩 43 人。
国营胶园承担着保供应任务不能“任性”
停割，民营胶园弃管更为严重。2012 年前
后，海胶集团东兴基地分公司每年能从当地
民营胶园收购 5 千吨干胶，近年来收购量已
减少一半。
在云南西双版纳投资橡胶园的吴永春告
诉记者，他于 2010 年投入 150 万元承包了
160 亩胶园，2016 年已具备开割条件。但由
于胶价低迷无力支付胶工工钱，至今仍未开
割。
“胶园目前没人管理，想转让也找不到下
家。
”

“补链”
“强链”
，提升效益抑制亏损
受访人士预测，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
天
然橡胶价格仍然难以逾越国内生产成本。为
了确保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建议加大对橡
胶产业扶持力度，减轻种植端损失，
并延长产
业链条以提高产业综合效益。
橡胶从种植到产胶需要 6 至 8 年时
间，期间需要持续投入抚管却没有任何收
入。云南、海南基层植胶农场期盼，加大天然
橡胶非生产期的补贴力度，支持企业和农户
更新改造老化、低产胶园并推广良种，因地
制宜发展林下经济提高胶园综合效益。同
时，探索将天然橡胶纳入公益林补偿和生态
补偿范畴。
为了破解胶园弃割、弃管问题，海南、云
南近年来探索实施了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天
然橡胶收入保险、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
点等，
补偿植胶主体因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
业内人士建议，可在此基础上开展目标价格

保险，参照天然橡胶完全生产成本适当制定
保险目标价格，覆盖植胶成本和植胶合理
收益。
割胶工作劳动环境恶劣，时间日夜颠倒，
一线胶工普遍患有职业病。在胶工迅速流失
的情况下，基层胶工呼吁，
将胶工列入特殊工
种目录，
给予特殊工种退休待遇。
新技术的出现为破解“无人割胶”难题带
来转机。科研机构、橡胶企业研发出电动割胶
刀、
“一机一树”割胶机器人等智能设备，
但成
本过高难以全面铺开。海胶集团企业发展部
总经理武晓东说，可以适时将智能割胶设备
纳入农机补贴范畴，并成立投资基金支持相
关团队科研攻关。
在减少种植环节亏损基础上，橡胶产业
走出困境亟待提质增效、延长产业链条。记者
采访发现，云南、海南橡胶加工产业小、散、
乱，亏损面较大。海南天然橡胶年产量 30 余
万吨，加工企业却多达 100 多家。云胶集团
党委书记宁顺良说，云南橡胶加工厂数量和
产能规模也远超本地橡胶实际产量，高价抢
原料、压价卖产品等现象频发。
“淘汰天然橡胶初加工落后产能，发展高
端橡胶制品业或许能带来‘弯道超车’的机
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副所长
谢水贵建议，加快淘汰天然橡胶初加工落后
产能，重新制定天然橡胶加工环保标准，
加大
对民营初加工厂的整合，实现规模化、标准
化、绿色化的加工体系。
当前，我国橡胶初加工产品质量一致性
差、高性能天然橡胶依赖进口。黄华孙建议，
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
在品种改良、
质量调控、割胶机械化自动化、新材料、新型
橡胶制品等关键领域，攻克基础性的共性技
术，
加快天然橡胶材料在航空轮胎、高铁隔减
震、潜艇密封圈等高端制品中的应用，
并促进
下游制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