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肥

2015年11月13日 星期五A05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齐松梅 美编：庄和平

■■■■■ ■■■■■ ■■■■■

经济观察深读

甘蔗平均纯收入亏 63
元/亩，水稻平均纯收入 61
元/亩；而冬季瓜菜平均纯收
入 4000 元/亩，琼中绿橙纯
收入4200元/亩。同样是养
猪，黑猪纯收入每头400元，
比普通白猪高一倍。

海南守着独特、优质的
自然资源，但农民的收入长
期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很
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部分种
植作物品种滞后、耕作方式
还较为粗放、标准化品牌化
还不够强，土地效益没有充
分发挥。

养“好鸟”才能充分体
现“好笼子”的价值。海南
农业已经进入“腾笼换鸟”
时期。

今年8月，省政府在陵
水召开了全省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现场会。并正在编
制《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做大
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
意见》。

专家表示，海南农业经
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完成
了一定的基础积累，有能力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变；
同时，农业资源、生态承载
力有限，海外热区农业发展
带来的竞争力等因素，也在
迫使海南农业转型升级。

传统农业产业比较效益逐年降低，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竞争压力……内忧外患“倒逼”农业转型升级

海南农业，腾哪些“笼”换什么“鸟”？

经过数年的发展，琼中将甘蔗、水稻等低效作物改
为种桑养蚕，效益已经显现，并且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之一。但是，一些“担忧”还是时常萦绕在桑农心中。

“目前，琼中蚕茧还是依靠省外一家企业收购，本
地也没有缫丝厂，万一这家企业退出，琼中桑蚕业就会
遭受重大的损伤。”不少桑农希望，能够尽快完善产业
链条，同时引进更多的企业到海南发展桑蚕产业。

刘志锋也表示，农业产业的稳定发展需要产业链
条作为支撑。琼中正在着手建设一个预计总投资
5700万元的缫丝厂，该厂建好后，年可生产生丝400
吨，让琼中桑蚕产业由原料生产为主逐步向缫丝初加
工迈进，将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海南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需要注意整体规划，纵向
需要完善产业链条，横向也需要协调各市县的种植规
模。记者在采访时也发现，不少市县调整产业结构的
积极性高，部分效益高的产业也受到追捧，例如乐东、
琼海、海口、三亚等市县表示要发展莲雾产业。业内人
士就担忧，由于莲雾等农作物是两三年后才有商品果
上市，各市县之间的信息交流也不十分通畅，如果种植
面积突增，而市场开拓没有跟上，容易陷入三年后产品
集中上市，价格下跌的困境。

柯佑鹏就提出，农业结构调整，要规模更要效益，
海南适合发展小而精的农产品，不能一味求大。“现在，
海南急需从宏观上去规划、指导结构调整，警惕各市县
各自为战，出现雷同，最后导致新发展的品种再次过
剩，价跌伤农。”

农业新产业的引进和传统产业的提升，均需要新
技术、新观念。然而，记者调查却发现，海南农村的“主
力军”均是五十多岁中年人。海南农民老龄化，也成为
新品种新技术普遍慢，阻碍农业增效的一大阻力。江
华安坦言，让四五十、甚至五六十岁的农民去接触新鲜
事物，学习新技术，接受能力肯定不强，所需要的时间
很慢。海南应该着重培育新生代农民。

肖日新认为，海南农业转型升级，也需要农村、农
民“转型升级”，应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的培训力度，培
训范围不限于技术，还有经营、管理等方面。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也是海南农业转型升级的有
效途径。朱鼎健建议，海南中小城镇可以重点依托当
地传统农业，延伸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特色产业，创新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旅游、村镇经济服务业，将三次产
业叠加成为第六产业进行一体化产业布局。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

“腾笼换鸟”之后……
■ 注意整体规划，完善产业链条
■ 农村、农民与农业协调推进

“海南甘蔗地主要分布在儋州、临高、昌江等市
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地方属于干旱地区，而甘
蔗属于耐旱品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所副研
究员王松标说，海南在调整产业结构时，需要根据当
地的水利、耕地条件有针对性地改种，例如部分地区
可改种较为耐旱的芒果等。同时，海南也要夯实农田
基本设施，在水利设施、地力提升等方面要提前做好。

根据农业部门地力调查数据，我省耕地质量不
高，全省一等地仅占5.2%、二等地仅占24.1%、三等
地至六等地占70%以上，大部分为中等偏下水平。
土壤酸化比较严重。不少耕地因干旱缺水而抛荒。

水利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东方市委书
记吉明江深有体会。他说，东方是农业大市，有36
万农民，10个乡镇和两个农场都是从事农业生产。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推动了大广坝一期二期建
设，将新增灌溉面积70万亩，比现在23万亩的水利
灌溉面积增加了3倍，这为今后开展高效农业、现代
化农业打下了基础。

临高县在甘蔗改种推进中，也在探索解决“水”
的难题。临高农业局种植股股长符智说，我们通过
引进龙头企业和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来完善灌溉水利
设施，例如挖水井、安装抽水泵和灌溉管道等。

海南大学土壤学教授孟磊说，海南耕地质量不
高，既有“先天不足”，也有后天不注重保养等因素。
特别是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破坏了土壤的生态平
衡，导致地力下降。

数据显示，海南耕地复种指数多年保持在
200%左右，高于全国的150%；海南每年亩均化肥
施用量、亩均农药使用量均较高。专家表示，应该提
倡健康农业，吸取传统农业中的精华，辅以现代科
技，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腾笼换鸟”的过程，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过
程。“畜禽粪便，排到河里是污染，但是发酵后入田则
是有机肥。”江华安说，整治畜牧业污染问题，要转变
观念，不能简单的关停养殖场、减少产能，而是要通
过生态循环的方式“变废为宝”，生产有机肥，一方面
解决畜牧业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提升耕地质量。

根据省农业厅的调研，我省每年规模化养殖的
畜禽，产生粪污约1109万吨，如果将其制成沼气和
有机肥，理论上可生产沼气4.7亿立方米、有机肥
100万吨。目前，我省沼气工程仅能消纳24%的畜
禽粪污，有机肥年产量仅15万吨。从长远看，今后
我省实施化肥减量计划，减施1吨化肥需要4.5吨有
机肥替代，如果全省化肥施用量减少30%，则需要
有机肥135万吨。省农业厅表示，要把有机肥作为
畜牧业污染治理、改善提升地力、促进种养业良性循
环的重要载体。

“好鸟”还需“好食”养
■ 完善基础设施，建生态循环体系

■ 减少化学投入品，打造健康农业

“按照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比较效益最大化原则，大
力调减低效产业。上半年全省甘蔗已调减10.2万亩。”
今年8月，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在全省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现场会上提出，各市县要进一步加大调减力度，积极
探索发展其他高效替代产业。

腾出“笼子”，还得换来一批“好鸟”。
今年以来，甘蔗种植大县临高提出，每个镇完成500

亩以上退蔗改种任务，计划三年内退蔗改种达到5万
亩。临高县农业局局长符魏翰介绍，临高会因地制宜改
种桑养蚕、福橙、红心柚、小果菠萝蜜、香蕉、淮山、菠萝
等。近年来，琼中、白沙、乐东、陵水等市县均纷纷探索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了一批新的产业，例如竹笋、南药、
莲雾、种桑养蚕、橙柚、淮山等。

然而，在探索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腾出来的“笼
子”，如何才能换来一批“好鸟”？

“腾笼换鸟，无非是调结构和转型升级两种模式，所
谓调结构就是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转型，转型升级则是
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益。”专家表示，调结构可以借助“外
力”，引进效益较高的产业。“如同工业一样，由于中国各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也存在着产业转移的现
象，海南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承接一些比较
效益较高的产业。”

白沙竹笋产业就一个探索。几年前，白沙就提出，
在“做强老三样（橡胶、甘蔗、木薯）”同时，加大发展新兴

产业力度。在选择新产业时，就很好地利用了竹笋产业
转移的机遇。

“竹笋最早做得好的是台湾，后来随着台湾农业的发
展，竹笋产业逐渐变成了比较效益较低的产业，不少台湾
农民就到福建租地发展竹笋产业，也带动了福建本地农
民的种植积极性；随着福建农业的发展，竹笋产业又往广
东转移。”白沙农业局负责人介绍，白沙发展竹笋产业，一
方面是气候条件适合，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广东省的竹笋
产业也在向外转移。在引进竹笋产业时，白沙县委、县政
府带着问题，也带着农民，到竹笋种植大县广东英德、浙
江安吉学习考察，一步步学习，一步步发展。

在从外引进新产业同时，也要注重挖掘本地特色。
柯佑鹏说，农业效益在“新”也在“特”，海南有许多特色农
产品值得挖掘，特别是畜牧业，例如海南黑山羊、文昌鸡、
小黄牛、海南黑猪等。“这几年生猪价格时常跌破成本价，
但是海南黑猪价格却一直坚挺，这种现象就值得研究。”

“农业转型升级，可以导入‘第六产业’。即把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融合。1+2+3等于6，1×
2×3也等于6，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叠加效应。提高传统
农业的附加值，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全国政
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说，以法国
为例，法国一年的游客有七千多万人，其中七百万人次
是直奔葡萄园观光而去的，其间的交易和买卖所带来的
旅游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海南农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采访时，不少专家
表示，内忧外患让海南农业必须转型升级；同时，经过近
30年的经验、技术、资金的积累，海南也具备了转型升
级的基础。

内忧，一系列新的“常态”敲响了警钟。甘蔗、橡胶、
木薯、水稻等海南传统农业产业，比较效益逐年降低已
经成为“常态”；瓜果菜价跌滞销也从“偶发”逐渐成为每
年的“常态”；香蕉、冬瓜、木瓜等因不规范种植，导致产
业发展不稳定也成为“常态”；畜牧业，产业结构不平衡
导致价格波动大，畜禽粪便污染问题屡见报端……

经过60年的发展，海南已经成为我国最大天然橡
胶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810万亩，占全国50%以上。
然而，橡胶并非高效产业。

“目前海南农垦橡胶亩产在70公斤左右，按照今年
10元/公斤价格计算，每亩产值仅为700元，即使按照前
几年的25元/公斤计算，亩产值也仅为1750元。而肥
料、病虫害防控、人工、土地等成本每年就达2000多元/
亩，相比瓜果菜来说，亩产值和利润均很低。”海南大学
经管学院教授柯佑鹏说。

我省畜牧业结构也需要进行调整。数据显示，
2014年我省生猪出栏量达924万头，然而岛内市场需
求量仅为600万头左右，导致生猪供过于求，由于养殖
成本高于外省，运输岛外不具备价格优势。然而，海南
牛、羊却缺口很大，去年我省羊存栏量仅为66.8万只，而
岛内市场年需求量约141万只。

“农民是看比较效益的，即使传统产业利润能够稳

定的维持下去，但是其他产业利润提高，传统产业还是
不划算。”刘志峰说。

不仅传统种植业有调整的空间，瓜果菜品种也有调
整的空间。随着内地大棚蔬菜的发展，海南省农科院瓜
菜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肖日新认为，为了在北运市场竞
争中抢占商机，必须因冷、暖年而主动调控面积、调整布
局、调节品种，建议辣椒、冬瓜、茄子适当调少，豆类蔬菜、
苦瓜适当调增，南瓜、丝瓜、瓠子瓜、节瓜保持基本稳定。

外患，也在“倒逼”海南农业转变发展方式。“世界热
区主要覆盖非洲、东南亚、南美及太平洋岛国等地区，土
地面积近5300多万平方公里，而海南土地面积仅为3.5
万平方公里。”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
进，中国与沿线热带国家与地区的农业合作增强，在一
定程度上给海南热带农产品带来竞争压力。

广东千里山农业公司董事长康顺福曾每年在海南
收购上万吨芒果，而这两年他逐渐到东南亚国家收购。

“海南芒果品质不稳定，而泰国芒果种植技术已经成熟，
越南种植技术也在提高。上个月去越南，我们就请了技
术员过去进行辅导。”康顺福说，促使他去东南亚国家收
购，一是产品质量有保障，另一是总成本（收购价加运输
费用）比海南要低。

“海南个别不科学种植让农产品病虫害严峻、产品
质量不断下降。”不少收购商表示，海南农业腾笼换鸟，
不仅要将比较效益低产业的笼子腾出来，也要腾出产品
质量低的笼子，让种植科学的产品逐渐取代粗放种植的
产品。

早晨，云雾未散，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湾岭镇竹朗村桑田里，桑农们忙
着割叶或是打顶。55岁的村民陈业开
看着自家的蚕宝宝说，这两年幸亏种桑
养蚕，不然日子可就难过了。

“家里有12亩、400株橡胶和4亩
田。以前，田里种的是水稻，仅仅让自
己不用买米。橡胶是家里主要收入，胶
价好的时候，有两万的收入。”陈业开
说，“不过连续几年胶价下跌，都不够工
钱，这块收入几乎断了。”

不过前几年，陈业开将4亩水稻田
改为桑田，开始了种桑养蚕，让自家失
去橡胶收入来源时，实现了增收。

“现在这是第12批，前11批的收
入有3万多元。”近日，陈业开拿着蚕茧
到收购站售卖。他说，今年他家的蚕茧
在15元/斤以上，今年虽然干旱，但是
估计全年的桑蚕收入约4万元。

湾岭镇干部介绍，竹朗村34户210
人，过去就依靠200多亩橡胶、190多
亩槟榔过日子。橡胶价格好时，人均年
收入也仅3000元左右。如今，竹朗村
已有24户种桑养蚕，桑园种植面积165
亩，今年前10月，全村已收获蚕茧3.3
万斤，产值51.1万元。

在琼中湾岭镇竹朗村的村务公开
墙上，贴着一张农民收入图表：2013年
该村农民人均收入7310元，是2010年
的2.2倍。另一张饼状图则显示，橡胶
收入占比从 2012 年的 28%降到了
2013年的16%，而桑蚕则从27%升到
32%。

琼中农业局副局长刘志峰说，目前
琼中桑园种植面积2万亩左右，主要是
用甘蔗和水稻田改种的。“种植水稻，年
产值约1000元/亩，种植甘蔗每亩年产
值约1000元至1500元，而桑蚕产业，
如果规范管理，亩产值最高达6000元
左右。”

距离竹朗村100多公里外的临高
皇桐镇潭楼村，也在尝试着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潭楼村，曾是甘蔗种植大村，
全村1100多人，种植甘蔗2900多亩，
年出产甘蔗1万多吨。

60岁的吴振祥，是潭楼村较早承
包坡地种植甘蔗的村民，连片种植约
27亩。早年甘蔗行情好时，每吨价格
为600元，27亩的产值约6万元，纯利
润有2万多元。而这两年，甘蔗价格持
续下跌，一度跌破 400 元/吨，仅 360
元/吨到380元/吨，让种甘蔗变成了亏
本的产业。

由于甘蔗价格下跌，从去年开始，
吴振祥退蔗改种，尝试种植了4亩辣
椒。“当年，平均收购价每斤4块钱左
右，最好的时候7块钱一斤，年净利润2
万多元。”吴振祥说，“甘蔗不‘甜’，辣椒
不‘呛’”。

由于尝到了辣椒的甜头，今年，吴
振祥将剩余的甘蔗地全部改种了香蕉
和冬季瓜菜。

与吴振祥一样，潭楼村不少村民已
经不再抱着甘蔗过日子，在当地政府的
指导下，陆续改种其他农作物。目前，
全村已退蔗改种香蕉的面积110多亩，
发展冬季瓜菜110多亩。

潭楼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吴建国说：
“农民的观念比较保守，退蔗改种的步
子迈得不算大，但是趋势已十分明显，
估计今年底至明年初，还有大半村民改
种经济效益高的作物。改种冬季瓜菜
的品种主要有南瓜、辣椒、黄秋葵等，以
目前的行情来估算，效益将是种植甘蔗
的好几倍。”

两个村庄的实践案例
■ 琼中竹朗村：
主要收入从橡胶转为种桑养蚕
■ 临高潭楼村：
甘蔗地改种瓜菜利润由“负”转“正”

1

2 哪些“笼子”可腾出来？

如何换来一批“好鸟”？3

4

5

从长远看：
今后我省实施化肥

减量计划，减施1吨
化肥需4.5吨有机肥

替代
如全省化肥施用量

减少30%，需有机肥

135万吨

然而，海南牛、羊却缺口很大
去年我省羊存栏量仅66.8万只
岛内市场年需求量约141万只

◆ 畜牧业结构需要进行调整

海南成为我国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种植业和畜牧业
均有可提升空间

发展方式需转变
畜禽粪便排到河里是污染
但发酵后入田则是有机肥

■ 内忧外患“倒逼”海南农业转型升级
■ 种植业、畜牧业均有可提升空间

■ 从外引进，新产业取代低效产业

■ 内化升级，传统产业也可新生

◆ 然而，橡胶并非高效产业

种植面积达
810万亩

占全国50%以上

2014年
我省生猪出栏量

924万头
岛内需求量仅
600万头左右

致生猪供过于求

我省每年规模化养殖的畜禽
产生粪污约1109万吨
如将其制成沼气和有机肥

理论上
可生产

+4.7亿
立方米

沼气 有机肥

100万吨

目前：
我省沼气工
程，仅能消纳

24%的畜禽粪

污，有机肥年

产量仅 15 万
吨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李佳飞 通讯员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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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竹笋已成当地继橡胶、甘蔗、
木薯之后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陈志强 摄

制
图/

庄
和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