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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3 月 22 日电(记者邹声文、
段续、郭翔)冰雪消融，春耕将至。面对玉米产
量过剩、价格下跌的形势，位于中国黄金玉米
带的不少农民充满困惑：今年地里种什么？

近日，记者在吉林玉米主产区调研发现，
一些农户主动求变、对接市场，用智慧、勇气
和实践解答玉米主产区的“供给侧改革之
惑”。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田间“好故事”，
点燃了希望，也传递着信心。

西瓜一“晚”值千金

榆树市是全国产粮状元县(市)，这里的许
多人都在传说种粮大户马占友被迫种了“晚”
西瓜，却歪打正着挣了近七十万元的趣事。

去年，榆树市的许多农户早早断定玉米
价格下跌，提前改种西瓜。没想到的是，种西
瓜的农户多，种植面积大，上市时间又过于集
中，价格最低时只有七八分钱一斤，许多种植
户血本无归。

马占友去年除了种植 300 公顷玉米外，
也自发调整结构，种了 30 多公顷西瓜。头一
回种西瓜，也赶上集中上市期，眼看就要赔进
去几十万元。

但马占友不甘失败，天天与技术人员泡
在一起想办法。“最后，我冒着风险，听从技术
人员建议，决定把快成熟的西瓜掐掉，等着瓜
苗重新结瓜。当时许多人觉得我们疯了。”

被掐掉大西瓜的瓜苗继续生长、开花、结
瓜。一个多月后，新瓜成熟，而此前集中上市
的西瓜早已绝迹。马占友的新瓜成了独一份。

“一个月的时间差让我们的西瓜成了全
国最晚熟的品种，北京、上海、深圳的客商都
抢着要，着实卖了一个好价钱。”马占友兴奋
地回忆道，“大量上市时不到 1 毛一斤，而我
们最高卖到 6 毛一斤。”

“种西瓜也不是说晚就能晚，关键是我们
的技术人员是合作社股东，憋足劲儿攻关，最
终才想出这个办法。”马占友说。

一个“晚”字，让马占友在西瓜市场上占
得先机。目前正忙着农资采购的马占友打算，
今年“早中晚”三茬西瓜一起种，这样更能规

避风险，不同时节都能向市场供应新鲜西瓜。
除玉米、西瓜外，马占友今年还打算种一

些马铃薯、旱稻、大豆、高粱……“如果一切正
常，今年合作社盈利能达到 200 多万元。”马
占友说。

玉米棒子“品”出“甜”滋味

同样大小的玉米棒子，一个能卖出七
八元的“天价”，另一个却只能是三四毛钱的
“地板价”。在产粮大县(市)公主岭，种了一辈
子玉米的农民孔祥成说起这个天壤之别，至
今还感到十分震惊。“我家去年种的甜玉米，
连棒子带苞叶卖给公司，经过真空包装，市场
上最高一个能卖八元多，我们农户拿到的利
润也比种普通玉米高多了。”

去年，孔祥成把自家的五公顷土地入股一
家食品企业——— 吉林农嫂公司，改种鲜食甜玉
米。收获后一算账，一公顷甜玉米比普通玉米
多收入 6000元，五公顷地多收入 3万元。

“特别好的是，种前和公司签订合同、锁
定价格，即使市场波动，咱心里也不怕。” 孔
祥成说。

“吉林地处中国‘黄金玉米带’，公主岭是
‘黄金玉米带’的‘黄金带’，甜玉米品质非常
好。”农嫂公司总经理齐新江说，甜玉米口感
香甜，清脆爽口，年轻人特别喜爱，吃玉米成
了一种时尚。

这家公司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能让真
空玉米保鲜 18 个月，不仅在国内市场畅销，
还出口到许多国家和地区。

小小甜玉米，撬动了公主岭数千家农户
调整种植结构。去年，农嫂公司的甜玉米种植
面积达 9000 多亩，两条生产线加工销售鲜甜
糯玉米 2000 多万穗。为适应市场需求，今年
公司还要扩大基地面积，新上两条生产线，产
值也会翻一番。

农嫂公司与农民的合作并不局限在订单
上。农民不仅种植甜玉米获得收益，土地入股
也有分红，还能以雇员身份在公司打工。“工

资一个月 3000 多元，分红一年也有好几千。”
孔祥成说。

小小的玉米棒子，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
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品”出“香甜”好滋味。

超大订单“开启”差异种植新路

今天春节以来，一张 20 万亩的玉米种
植超大订单，让公主岭市的许多种粮大户兴
奋不已。

为推进玉米主产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公主岭市与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合作建设“20 万亩功能型玉米示范田”，
一些农户已经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

种粮大户郜蓝冬今年流转土地 280 多公
顷，打算在功能型玉米上大干一场。“去年秋
收后比较迷茫，不知道种啥，现在决定参与市
里的订单项目了。”郜蓝冬说，“按照去年的形
势看，普通玉米收购价 6 毛一斤，高品质的功
能型玉米价格保持在 8 毛多钱一斤，一公顷
能多赚 5000 多元。”

公主岭市农委项目部部长曹明贵介绍，
种植高淀粉含量、高抗倒伏、高抗病害能力的
功能型玉米品种，成品粮中黄曲霉素含量非
常低，饲料加工企业十分青睐，目前供不应
求。“和普通商品粮比，功能型玉米价格高了
不少。”曹明贵说。

大规模的功能型玉米种植需要集中连片
机械化种植，对于种粮大户的土地流转规模、
机械化生产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流转的地
越多，生产资料投入就越多，种粮大户的资金
压力就越大。”曹明贵说，“这是我们要着力破
解的难题。”

“如果实现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一公顷成本
至少降 2000元；根据订单，每斤成品粮可以比
市场多卖 5分钱，一公顷又能增收 1000多元。”
曹明贵说，“两样加起来，一公顷可以多挣 3000
多元，而且种了就不愁卖，企业照单全收。”

力推差异化种植，联系大企业下单，找农
户接单，帮农户找钱……目前，这份 20 万亩
的超大订单正在落实，一条粮食主产区的供
给侧改革之路也逐渐清晰。

西瓜一“晚”值千金 玉米“品”出“甜”滋味 种植力推差异化

吉林玉米主产区的供给侧改革好故事

新华社贵阳 3 月 22 日电(记者罗羽)普
利乡东关村村民叶江怎么也不会想到，通过
种草养牛，他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外
出打工的漂泊者变成了开着小轿车带动乡亲
脱贫致富的养牛大户。

“养牛之前，我在广州打过数年工，后来
养鸡搞创业，不过失败了。”叶江说。

转折出现在 2013 年，东关村隶属的关岭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引导全县农民种草养牛，
叶江才转变了发展思路，通过自筹资金 40 万
元，流转土地建牛舍、种草料，逐步走上了稳
定的致富路。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石头多
田地少、土地分散破碎、土壤肥力差，农民
普遍种植苞谷等传统作物，产量极低、收入
微薄，生态压力和脱贫压力成为摆在全县面
前的“两座大山”。种草养牛，是关岭根据
自身条件做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

措。
关岭县县长韦朝虎说，关岭农户过去一

直有养牛的习惯，且所养“关岭牛”属全国优
良地方品种，只是各家各户散养一两头，不成
气候。推广规模养殖“关岭牛”，具有经验基础
和群众基础。同时，引导农户种植草料，为规
模化养牛提供所需饲料，既可推进石漠化治
理，又可调整传统苞谷产业结构，使石山增
绿、农民增收。

为此，县政府早在 2013 年就开始引导推
动，并在 2016 年提出“关岭牛”三年振兴计
划，通过提供能繁母牛、牧草种子、种养技术
以及金融支持等，采取“公司+合作社+家庭
牧场+农户”“村集体+合作社+家庭牧场+贫
困户”“政府+家庭农场+贫困户”三种模式，推
动“关岭牛”的养殖。

一场旧貌换新颜的农业变革正在关岭展
开。叶江和他所在的东关村以及邻近的月霞
村成为了领跑者。2013 年，叶江养牛 30 头、

种植草料 20 多亩。第二年，他成立了合作社，
带动两村 9 户贫困户。2016 年，其养牛规模
扩大到了 100 多头，草场达到了 210 亩，9 户
贫困户顺利实现了脱贫。

叶江说，近年来，养牛市场前景可观、供
不应求，但小规模的养殖户根本没有议价能
力，必须带动更多农户将规模扩大，才能更好
地站稳脚跟。

“我们引导贫困户种草养牛，免费向他们
提供牧草种子、能繁母牛以及技术指导，产下
的小牛由他们自己养，合作社最后统一销售，
利润他们占大头。”叶江说。

站在叶江牛舍矗立的小山包上，能看到
四周荒坡地头那一块块绿色，长在平地里的
黑麦草、紫花苜蓿郁郁葱葱；石坡上高蛋白
的构树齐膝般高，不时有农户穿梭忙碌的身
影。曾是贫困户的东关村村民梁友福，刚刚
从地里割草回来，去年，他在叶江的带领下
实现了脱贫。目前，他养有 15 头牛，有草

地 20 多亩。
“过去，我们这里只能种苞谷，一亩地至

多出 600 斤，一斤苞谷还卖不到 1 块钱，吃饭
都成问题。现在，一亩草地平均产草 3 吨左
右，卖给合作社或养牛大户，按每吨约 400 元
计算，能挣 1000 多块钱，日子好很多。”梁友
福说，2015 年他流转了 20 亩土地种草，专门
用来喂牛，去年卖了大大小小 5 头牛，赚了 4
万多元。今年，他打算修建牛舍，再增加十几
头牛，将规模扩大，多添些收入。

“目前，关岭全县‘关岭牛’存栏 13 . 1 万
头；组建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场、养殖
小区)134 个，带动贫困户 1033 户 4443 人；
完成牧草、构树种植、草山草坡改良等逾 5 万
亩。”关岭县畜牧服务中心主任田景耀介绍，
2017 年全县将实现“关岭牛”存栏达 18 万头
以上，天然草山草坡改良、优质高产人工牧草
基地建设、构树种植等超 14 万亩，让石山更
绿、农民更富。

贵州关岭：种草养牛，绿了石山富了农民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22 日
电(龚艳红、刘成飞)“搬进新家
后，就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
啦！”在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
大杖子村，扶贫易地搬迁建设
工地旁，63 岁老汉戴朋瑞一边
做小工赚钱，一边和周围的人
说着自己搬新家后的打算。

戴朋瑞是大杖子村南沟自
然村的一位村民，与妻子、儿子
居住在深山沟三间石头房子
里，靠两亩山地生活，一家人生
活拮据，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贫
困户。3 年前，妻子又患尿毒
症，生活越加贫困。儿子如今已
经 32 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2014 年，大杖子村被确定
为河北省省级贫困村，开始实施
贫困户易地搬迁，戴朋瑞也在搬
迁范围内。今年年底，戴朋瑞就
可以搬进扶贫安置楼房了。

戴朋瑞自己算了一笔幸福
账：易地搬迁补助每人 6 万元，
3 口人总计补助 18 万元，100
平方米的房子成本价 22 万元，
自己只需再掏 4 万元，就能搬
出大山沟，住上楼房了。

“房子有了，自己和儿子打
零工，再加上林果收入，两三年
就可以给儿子张罗娶媳妇啦，过
个三五年就可以抱孙子了。”戴
朋瑞笑着说起了未来的生活。

2016 年，兴隆县像戴朋瑞这样的贫困搬
迁户有 694 户 2226 人。“十三五”期间，兴隆
县易地搬迁任务建档立卡贫困户 4300 人，同
步搬迁人口 1 . 15 万人。

为保证易地搬迁百姓真正实现脱贫，兴
隆县采取精准到户扶持、股份合作等扶贫模
式，发展种植养殖、中草药、蔬菜、乡村旅游等
特色产业。同时，采取“政府+银行+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等扶贫模式，增加贫困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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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人们在四川美术学院校园内游览。

目前，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内鲜花绽放，吸引众多游客
和市民前来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川美校园春花绽放

（上接 1 版）东北国企改革难，难在体制机制的
“计划高残留”，包括“等靠要”思想、“求稳怕乱”
心理以及“以拖应变”思维等。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
王爱丽说：“龙煤改革的突破具有标志意义，国企改革
不破题，老工业基地就难振兴。”

振兴的难点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去年以来，黑龙江
省“刀刃向内”打响国企改革“攻坚战”，出台了理顺
管理体制、规范企业改革审批程序等一系列国企改革落
实意见，并将国企改革与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和
“僵尸企业”退出结合起来，闯出了一条龙江特色的国
企改革路线图。

改革方向对了，红利也逐渐显现。2016 年，全省地方国
企主要指标由降转升，实现同比减亏 98 . 8%。

供给侧之闯：从“大粮仓”到“绿色粮仓”

2016 年，黑龙江农业实现十个全国第一。除粮食产量
和商品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外，绿色产业融合发展能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等指标也高居
榜首。

“第一”意味着付出，映照出龙江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吃螃蟹”的胆识。作为全国“产粮状元”，黑龙江长
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当粮食市场由“吃得饱”向
“吃得好”转变时，黑龙江人一时懵了：不愁销的粮食咋卖不
动了，种粮就挣钱咋突然变得不挣钱了？

难题摆在了黑龙江省决策者面前，一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战役在黑土地上打响。 2015 年，黑龙江省
在全国率先启动“减化肥、减农业、减除草剂”的“三
减”行动； 2016 年，在全国率先建立首个省级绿色食品
质量标准体系； 2017 年，在全国率先禁种转基因粮食作
物……

一条敢为人先的供给侧改革路径被闯了出来——— 把
“大粮仓”打造成“绿色粮仓”，2016 年全省绿色有机食品认
证面积发展到 7400 万亩，占全国五分之一。

政府的举措也让农民有了闯劲。“啥叫农业供给侧改
革，就是市场缺啥咱种啥呗。”五常市农民陈洪刚指着电脑
上照片与记者唠嗑，“别小看这鸭稻、蟹稻啥的，可火了，价
格比普通大米贵了几倍，但一放到网上就被疯抢，光我一
年就能卖出 60 万斤。”

“闯关东的劲儿又回来了！”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金会
说，从原来的“靠国家”到现在“找市场”，从生产型主体到生
产经营型主体，从对土地扩张式开发到引领中国农业绿色
安全供给，黑土地正扬鞭奋蹄。

（上接 1 版）——— 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 5000 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
1 . 5 亿吨以上；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 5000 万千瓦以
上；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 3500 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 2000
亿元……

面对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新任务，中国建材国际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寿说，今年要严格执行环保、质
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
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
清算，坚决淘汰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上产
能。

——— 加快实现农业向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转变。
福建武夷山，在“茶旅结合、茶旅互促”模式中找到了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
武夷山市茶叶局局长邓崇慧说，武夷山正推动由茶业

传统生产为主向传统与现代生产兼容转变；由单一茶叶营
销向茶文化、茶旅游观光综合营销转变；由单一茶叶产品加
工向多元产品精细深加工提高附加值转变。

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说，市场化、标准化、品牌化、信息
化、国际化将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 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振兴实体经济。
服务大型石化装备行业的沈阳鼓风机集团，2016 年产

量增长 20 . 6%，特别是核泵市场订单增长迅猛，目前已收
获核主泵合同 50 亿元。

“向高端发力，向国际进军。手里有订单，心里就不
慌。”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坚
持研发投入不能减少、创新项目不能减，对企业爬坡过坎
至关重要。

——— 以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说，可以通过在大城市周边建

设特色小镇、解决 30 公里之间的交通连接、完善配套设施
等举措来增加大城市住宅供应总量，同时通过旧城改造等
方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
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新阶段，需要进一步厘清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多层次市场
体系协调发展，同时完善住房金融、财税制度的改革与
创新。

彰显改革决心 提振中国信心

理念引导行动，行动昭示决心。从中央到地方，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深入推进，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

在沃尔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马丁·伦德斯泰特看
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
包容普惠的发展。这也是他始终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原
因所在。

“从更广层面来看，对中国有利的结构性改革，对世界
经济也会有所裨益。”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
格奥尔基耶娃评价说。

新的一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处理好“政
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供给和需求”四大关
系上下功夫。

从浙江“最多跑一次”倒逼政府部门改革，到山东推
出市场化“房票”促进商品房销售；从广西建立“僵尸企
业”数据库，到北京超前布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石墨
烯等基础前沿研究……各地围绕“四大关系”行实举、着
长远。

“先人半步，就意味着引领和主导。”从美国归来的烯湾
科技团队带头人邓飞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抓
技术、聚人才。在他看来，深圳给了他最好的“科技产业实验
室”，那里集聚了中国最多的创投机构，有成熟的产业链体
系，还有对人才的求之若渴。

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出来
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得靠实干。

“闻鸡起舞早动手，撸起袖子加油干。”广东惠州市委书
记陈奕威说，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就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这一主线落实为一个个行动图。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关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迈向纵深，引领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参与采写：徐扬、张紫赟、姜刚、刘姝君)

以新行动开创新局面

种粮大户马占

友被迫种了“晚”西

瓜，却歪打正着挣了

近七十万元，今年打

算“早中晚”三茬西

瓜一起种，这样更能

规避风险，不同时节

都能向市场供应新

鲜西瓜

同样大小的玉

米棒子，一个能卖七

八元，另一个却只卖

三四毛钱。农民孔祥

成把五公顷土地改种

鲜食甜玉米。一公顷

甜玉米比普通玉米多

收入 6000 元，五公顷

地多收入 3 万元

种粮大户郜蓝

冬今年流转土地 280

多公顷，打算种功能

型玉米。“去年普通

玉米收购价 6 毛一

斤，高品质的功能型

玉米价格保持在 8

毛多钱一斤，一公顷

能多赚 5000 多元”

农户主动求变 、差异化种植解“供给侧改革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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