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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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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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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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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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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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斤，每亩收益 2000
多元。
　　在黑龙江种马铃薯，一年只能种一季，一亩
地就挣 200 元。两相对比，是 10 倍效益的
增量。
　　黑龙江农民到广东种马铃薯的事业由此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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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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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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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中文章”仍需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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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们在“稻稻薯”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播种土豆。  本报记者王瑞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