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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楠、崔俊杰

　　从今年年后上班第一天起，周长城基本上
就干了一件事——— 确保全镇完成今年的双季
稻任务。
  “进村问情况，入户讲政策，下田搞服务，
多方努力，让老百姓把双季稻种起来。”听起来
像套话，但这位湖南省汨罗市罗城镇分管农业
的副镇长，已经连续6个周末没有休假，经常晚
上八九点还在村里。
　　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拖延。眼下，
我国南方正迎来热火朝天的春耕，如果要为之
选择一个特别的关键词，“双季稻”无疑最符合。
  在去年疫情导致国际粮食市场出现变局、
我国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恢复双季稻后，
连续多年保持减少趋势的双季稻突然迎来了

“春天”。各水稻大省随后不惜投入人力物力，
遏制了双季稻面积连续下降的势头，湖南等地
去年的双季稻面积甚至增长了近1/8，成效非
常显著。
　　近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双季稻第一大
省湖南的多个产粮大县了解到，对双季稻的推
进力度今年只增不减，不过也有多位农民反映
不愿种双季稻。
  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着眼于长远的
粮食安全战略，要让农民重拾双季稻种植信
心，必须结合背后的成因对症下药，通过继续
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优化农业生产经营链
条、加快三产融合、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
等，保证“种粮不吃亏，种粮有收益”。

双季稻面积一度跌至 40 年来最低

　　华容县万庾镇位于洞庭湖区腹地，是有名
的“鱼米之乡”。“庾”字如今不常见，它在古代
既是容量单位，又指露天谷仓。这里曾建有积
谷10万担的大粮仓，因此得名万庾。
　　春分过后，万庾镇月形村64岁的老农周玉
华准备耕田。他说自打记事起，当地普遍种双
季稻，但前些年，双季稻面积开始减少，一季稻
逐渐受到欢迎。
　　“华容县水土条件好，老百姓喜欢种双季
稻，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季稻面积总体
上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5年后，受粮价下
跌、小龙虾价格上涨等影响，每年至少有万亩
双季稻被改为‘稻虾共作’的一季稻。”华容县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建军介绍。
　　“相比其他地区早已普遍出现的‘双改
单’，华容县的情况还算好。”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种植业管理处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之一，而双季稻面积
又占水稻面积的近1/3，是口粮的重要来源。
  双季稻，指的是先种早稻、收割以后栽晚
稻的双季连作方式，也就是同一块稻田一年中
种植和收获两季水稻，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
南地区。它能充分利用南方地区的温度、阳光、
水等资源，让一季变两季，为增加粮食产量做
出重要贡献。
　　因为双季早稻“出饭率”高，含水量低，耐
储存，双季晚稻品质、口感好，双季稻一度受到
政府的高度重视。但自上世纪80年代双季稻
产量达到巅峰后，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
升，对早稻的需求持续下降，导致效益下跌，越
来越多双季稻被改种一季稻。尽管中途一度因
政府重视出现过反弹，但总体上我国双季稻种
植面积呈下降趋势。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巡视员、高级
经济师石少龙认为，双季稻产量下降，早稻的
情况最能说明问题。1989年全国早稻种植面
积936.5万公顷，2019年仅为445万公顷，跌到
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产量则从1984年
5330.5万吨的历史最高点，减为2019年的
2626.5万吨，减幅一半略多。
　　双季稻减少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效益不
好、成本上升无疑是核心因素。
  石少龙说，早稻米虽然“出饭率”相对高，
过去一度在厂矿、学校食堂受欢迎，但吃起来
比较糙，口感不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由求“饱”变成求“好”，口感不好的早
稻米逐渐远离百姓餐桌，市场行情也逐步变
差。加上双季早稻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长期弱
于其他稻谷品种，导致整体效益不佳。
　　与一季稻相比，双季稻遭受自然灾害风险

较高。吴建军介绍，早稻一般在3月中旬至4
月（不同纬度地区的时间会有差别），要经历
浸种、催芽、育秧、移栽大田等，这个阶段容
易受“倒春寒”影响，出现烂秧死苗，影响后
期产量。如果没有经过育秧，而是直接在田
里撒播种子，受灾会更重；早稻收割时又处
于南方主汛期，持续降雨寡照会影响收割晾
晒，出现烂谷；晚稻在孕穗抽穗、灌浆结实期
容易遭遇“寒露风”，直接影响产量。相比之
下，一季稻受上述灾害影响的概率要低不
少，产量和品质也更容易得到保证。
　　近年来，化肥、农药、土地流转、用工、农
业社会化服务等各项成本上涨，很大程度上
也抵消了粮价上涨和各种种粮补贴带来的
实惠，挤压了种粮获利的空间。
  种粮比较效益本身就偏低，对于双季稻
来说，除了土地流转费外，其他各项投入要
双倍，但由于生产季节、风险灾害、生产技术
等原因，其产出很难实现双倍，如遇灾年，效
益甚至不如一季稻，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只
好改种一季稻，甚至抛荒。
　　双季稻也需要付出更大劳动强度。湘阴
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汪大明说，早稻播种
时，正是春寒料峭的早春，气温较低，而在收
获时，则正处于一年中最热的7月，劳动条件
比较艰苦。更累的是，抢收早稻后，马上要抢
种晚稻，也就是“双抢”。
  过去，南方农村说“吃得‘双抢’苦，何事
不可为”，“双抢”之苦可见一斑。在一些欠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老人种田”为主的水
稻产区，没办法再种双季稻。
　　此外，前些年稻谷储备压力大，临储早
稻的出库一度困难，也对早稻的市场行情带
来直接影响。种种因素影响下，农民减少投

入，控制风险，放弃单位收益低的早稻，“双
改单”成为必然选择。

一些田 20 年来头一次种双季稻

　　客观上，“双改单”有效增加了品质更
好、单产更高的一季稻供给，但是随着近年
来国家对粮食安全的进一步强调，遏制双季
稻下滑趋势也受到更多关注。另一方面，经
过多年改良，早稻的食用品质得到了提升，
同时，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和饲料行业
的发展，对早稻的需求也在增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
些国家限制或者禁止粮食出口，造成国际粮
价上涨。尽管我国水稻库存前些年屡创新
高，口粮绝对安全有保障，但要做到始终坚
持立足国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双季稻恢复的
进程也必然会被加快。“‘双改单’现象到了
需要刹车的地步。”石少龙认为。
　　2020年2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半
个多月后，3月5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潘文博表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必须稳住
稻谷生产，尤其是双季稻面积不能再继续下
滑了。
　　在去年春播大面积展开前，经国务院同
意，农业农村部及时将2020年粮食生产目
标下达各省级人民政府，把稳定粮食面积作
为约束性指标，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全年粮
食面积的稳定。多位业内人士评价，“这是多
年少有的”。

　　为了鼓励农民恢复种植双季稻，从中央
到地方去年年初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包括提高双季早晚稻的最低收购价、农业农
村部会同财政部整合项目资金36.7亿元支
持主产区恢复双季稻，江西、湖南等地均额
外安排资金支持早稻生产。
　　尽管去年南方水稻产区遇到了自然灾
害，但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努力，还是取得了
明显成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早稻生产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46亿
斤，比2019年增长3.9%，扭转了连续7年下
滑的态势。2020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26
万亩，比2019年增长6.8%。10个早稻生产省

（区）中有7个播种面积增加，其中，湖南、江
西增加最多，分别增长12%和11.1%。记者去
年在南方水稻产区采访春耕时，发现一些田
20年来头一次种双季稻。
　　今年的力度只增不减，双季早稻、晚稻
最低收购价每百斤涨1元钱。农业农村部部
长唐仁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稳口粮，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南方双季稻
2020年扩种的面积不能减少，同时要提高
单产”。
　　记者在湖南采访时，了解到这个省提出
今年早稻目标任务不低于1800万亩。各产
粮大县拿出“真金白银”，扩大补贴范围，增
加补贴额度，激励农民种植双季稻。
  湘阴县副县长胡锦平说，湘阴本来是一
个财政穷县，县级财政去年拿出2000万元
用 于 激 励 粮 食 生 产 ，今 年 这 笔 钱 增 加 到
5 0 0 0 万 元。“约 占 县 级 财 政 可 用 财 力 的
10%，用来鼓励集中育秧、大棚建设、发展大
户、代耕代种等。”
　　华容县万庾镇近期建设了两个1万平方
米的育秧大棚。现场负责人王必华说，育秧
大棚原本没有纳入财政补贴范围，去年鼓励
双季稻生产，县里将此纳入补贴范围，每平
方米补贴50元，相当于建设成本的1/3。
　　通过抓早稻集中育秧促进双季稻生产，
也是湖南各地在重点抓的春耕工作。早稻育
秧成本较高、受灾风险较大，也导致部分粮
农不愿种早稻。湖南提出推动为小农户提供
350万亩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社会化服务，
力争全省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面积达到
1000万亩以上。
　　沅江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刘正云说，
沅江有7.2万亩早稻实行集中育秧，财政补
贴每亩180元，委托专业人士在温室大棚育
秧，提高秧苗成活率，并降低农户育秧成本，
进而提升其种粮积极性。
　　考虑到部分农户缺劳动力，各地还组
织、奖补种粮大户帮小农户代耕代种。湘阴
县鹤龙湖镇种粮大户汤井阳说，他所在的种
植合作社准备种750亩早稻，同时帮乡邻代
耕代种800多亩。“政府找到我们，每亩补贴
240元，由我们来育秧、耕地、插秧，这些重
活完成后，再由农户接手管理。”
　　为了确保任务完成，湖南从省、市、县、
乡镇一直到村，一级一级把粮食面积目标任
务分解下达，最终落实到户。一位县长告诉
记者，“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地方拿出了多年
前的粮食生产‘一票否决’考核制度。”
　　据了解，湖南省一级规定，凡出现集中
连片抛荒5亩以上的县市区，在粮食安全考
核中取消评先评优资格；有的市规定，连片
抛荒3亩以上的乡镇，乡镇长就地免职，乡镇
党委书记一并追责；有的县规定，双季稻目
标任务没有完成的单位，当年乡村振兴考评
为零分。
　　“我们全身心扑在这上面，不敢有丝毫
疏忽。”一位镇长告诉记者。

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稳定粮食面积政策，多年“双改单”后，双季稻种植又迎春天

种双季稻！南方一些稻田 20 年来头一回

　　记者在春耕期间深入湖南多个产粮大县调
研，发现不少农民反映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不
高，双季稻面积的稳定和增长面临一系列困难。
　　核心问题还是老问题——— 双季稻效益难以
保障。华容县章华镇横堤村的种粮大户彭德球
说，一季稻单产更高，品质更好，即使不受灾的
话，双季稻比一季稻也就多两三百元收益。他
说：“双季稻或多或少都会受灾，这两三百元还
很难保证。”
　　今年还出现了新难题，比如农资、用工、社
会化服务等各项成本继续上涨。受原材料涨价、
物流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化肥、农药、种
子、农膜、秧盘、柴油、农机服务、人工均明显涨
价，抬高了今年的种粮成本，挤压了本就不高的
种粮收益，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带来直接影响。虽
然今年早籼稻的托市价每100斤提高了1元钱，
但相当部分被物价上涨所抵消，因此，提价后农
户实际所得收益仍较有限。益阳市赫山区的“全
国种粮标兵”刘进良告诉记者，按目前的行情
算，保守估计，每亩种粮成本增加大几十元。
　　去年双季稻受灾普遍较重，也导致不少农
民今年不愿意再种。去年夏天，湖南粮食主产区

普遍持续阴雨，局地出现洪灾，早稻收割被耽
误，产量和品质下降。晚稻生产因此推迟，又遭
遇了提前到来、程度较重的“寒露风”灾害天气，
产量和品质也下降。不少农户反映去年积极种
双季稻，结果年成不好损失较大，今年就不敢再
种双季稻。
　　洞庭湖平原一位农户刘光武前年种了21亩
双季稻，去年扩大到57亩，今年准备只种10亩。

“去年忙了一年，最后还等于贴了钱，今年不敢
种了。”
　　农业保险托底效果仍然有限。国家一再优化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中，定
损、赔付仍存在问题，导致粮农得到的赔付有限，
尤其是小农户难以得到应有赔付。
　　“去年的自然灾害有偶然性，但客观上毕竟
造成了损失，加上双季稻本身效益欠佳，导致不
少粮农去年受损，所以今年再入户做工作的难
度大了很多。”一位县长告诉记者。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巡视员、高级
经济师石少龙石少龙说，种什么粮，种多少，涉
及政府组织、市场调节、粮农自觉，光靠政府是
不够的。10多年前，某省试图将1100万亩一季稻

田中的500万亩传统双季稻区，恢复为双季稻
种植，但效果不理想。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程国强认
为，粮食不是一般商品，不能光算经济账、不
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但在种
植环节，必须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这个担子太重了，除了行政推动，还要多
方努力，核心还是要围绕农民利益，既要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调控
作用，调控手段要进一步创新，要更加细化、
多元化，让农民种粮不吃亏，种粮有收益。”
　　多位专家、干部、群众建议，必须要立足
长远，从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经营链条、完善
农业政策补贴体系、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
度等方面发力，让种粮主体的利益得到保证，
真正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才能确保双季稻
的稳定和增长。
　　一是继续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种植，以
大户带动双季稻生产。汨罗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黄盛名说，小农户种植效益低，种植双季
稻普遍意愿不强，各个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重点都是围绕种植大户想办法，要么村组出
面，把土地流转给大户种植，要么请大户代耕
代种。“加快土地流转，对种粮大户给予贷款、
项目、技术等支持和优惠，推动适度规模经
营，提高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是解决双
季稻种植难题的办法之一。”
　　二是要推动小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组织，
保证粮农利益最大化。多地粮农普遍反映，虽
然去年7月开始，稻谷价格持续上涨，但由于
小农户没有烘干、储存设施，加上去年夏收时
持续阴雨天气，许多小农户只好在收割现场
把稻谷卖掉，后期涨价的效益全被粮食经纪
人、加工企业“吸收”。
　　多名农业干部建议，在小农户仍将长期
存在的背景下，政府要加快以“龙头企业+合
作社+小农户”“大户+小农户”“合作社+小农
户”等方式，引导发展土地托管、联耕联种、代
耕代种等农业生产模式，促进多模式发展，吸
纳带动小农户实现大生产，让小农户有更大
的应对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以及
与市场信息对接的能力，确保自身利益。
　　三是要继续推动地方粮食深加工龙头企

业的发展，培育粮食产业化经营体系，形成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提
升农户利益。湘阴县副县长胡锦平认为，缺少
深加工龙头企业，规模效益、品牌效益和示范
带动作用小，直接导致地方粮农只能卖原粮，
地方的粮食产业附加值整体偏低。
　　四是政策补贴要更有针对性，可以继续
加大力度。多地农业干部反映，当前对双季稻
的激励，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持力度都有加
大，地方配套力度也比较大，但相对于双季稻
面积的高要求，以及当前农民种粮积极性等
存在的困难，各级财政在能力范围内还可以
继续加大补贴力度。
　　五是要强化保险的托底作用。当前部分
地区农业保险最高赔付额度只有360元每
亩，相比逐年上涨的种粮成本，这样的赔付
额度无法起到托底作用。下一步，要完善农
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继续加强农业政策性保
险覆盖面，增加农业保险保障类型，进一步
提高理赔效率和服务水平，真正以农民为中
心，最大程度保障农民种粮利益，稳定粮食
生产。

让农民愿种双季稻，政策和办法要更“贴农心”

在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沅江现代农业技术研发基地，工作人员演示插秧机操作（3 月 2 日摄）。 
                               本报记者陈思汗摄

  去年国家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恢复双季稻后，各水稻大省不惜投

入人力物力，遏制了双季稻面积连续

下降的势头

  今年的推进力度只增不减，双季

早稻、晚稻最低收购价每百斤涨1元

钱，“南方双季稻2020年扩种的面积

不能减少”

  为确保任务完成，湖南省逐级分

解下达种植面积任务，最终落实到户。

有的地方甚至拿出了多年前的粮食生

产“一票否决”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