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改革、
重点在改革、成败在改革。按照中央的统一部
署，当前要重点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
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农业农村发展
用地保障机制，改革财政支农投入使用机制，加
快农村金融创新，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
农村创业创新体制，以及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稳步推进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深化
农垦改革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必须激活市
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

激活市场，关键是要让价格机制真正引导
农业资源配置。要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
原则，坚定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健全生产者
补贴制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防止出
现卖粮难。按照“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
思路，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尽量减少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过度干预。要协同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坚持把农
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要创新
财政支农投入方式，做好整合和撬动这两篇大
文章，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激活要素，关键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
产权利。要从实际出发，守住底线、分类实施、
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
民的财产性收入。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加
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统筹协调推
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全面加快“房地一体”的农
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允许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
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
融体系中薄弱的环节。融资难融资贵是农业农
村发展的一大痛处。农村金融不同于城市金
融。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和大量
的农村中小企业，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现
象相对于城市工商贷款而言更为突出。激活要
素，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发展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探索扩大农村有
效抵押物范围，健全适合农业特点和农民需要
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要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推进农业保险

扩面、增品、提标，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需求的保险产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地方
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

激活主体，关键是培植农村人力资源。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见物不见人”。
要加快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农民，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防止农业后继乏人。近
年来，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企
业主等为主体的返乡创业潮悄然兴起。应因势
利导，强化政策统筹整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通过“筑巢引凤”，实施“回家工程”，发展“归雁
经济”，营造浓厚的返乡创业氛围，像当年支持
乡镇企业发展一样，大力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
创业，鼓励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使其成
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生力量，为
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养殖园地］

【 】坚持新发展理念,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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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产品供给总量不足是我国农
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增加产量是农业政策的重
心所在。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粮食连年高位增
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登上新台阶，国家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随着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们不仅要求吃
得饱，而且要求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从农业
供给体系看，市场需求旺盛、适销对路的高品质
农产品，国内生产供给不足，或者供应成本高，

许多国内需求漂洋过了海，中高端农产品进口
显著增加；而一些大路货品种，虽然国内生产供
应充足，但卖不上价，甚至积压滞销。农业发展
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农业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个性化高级化需求。顺应国内食品消费
结构升级趋势，迫切需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
品和农业生态服务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压减低端供给，增加中高端供给，促进农产品供
给品种和质量更加契合消费需要，使农业供需

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因发

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结构升级、方
式转变、动力转换”的紧要“关口”。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的迫
切需要，是缓解农业资源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是
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农
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迫切需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塑造中国农业未来的关键之举。

“供给侧改革”塑造中国农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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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点］

安徽安徽::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耕地流转率近50%

从安徽省农委获悉，2016
年，安徽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利用，同
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土地
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日益健全，全年耕地流转
率近 50%。2016 年，安徽省继续
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
作，集中攻坚提前一年完成试点
任务。各地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通过确权登记颁证，进一步稳定
了土地承包权，让农民转出土地
更安心、规模经营主体转入土地
更放心，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解决了“谁来种地”“怎么种
地”的难题。

江苏江苏::
计划3年至5年

分批培育百个特色小镇

从江苏省发改委获悉，根据
江苏省近期出台的关于培育创建
江苏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该省
计划力争通过3年至5年分批培
育创建 100 个左右产业特色鲜
明、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
厚、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叠
加、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小镇。
据介绍，江苏的特色小镇将主要
聚焦于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意创业、健康养老、现代农
业、历史经典等特色优势产业，或
聚力打造旅游资源独特、风情韵
味浓郁、自然风光秀丽的旅游风
情小镇。同时，将合理界定人口、
资源、环境承载力，严格划定小镇
边界，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 3 平
方公里左右，建设用地面积 1 平
方公里左右。

贵州贵州::
力推特色种植业

打造“三品一标”农产品

日前从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获悉，2016
年，贵州省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调
整，农业园区完成产值1976亿元，
绿色优质农产品种植面积占比提
高到 32.6%，第一产业增长 6%。
贵州将坚持质量兴农，着力建设
绿色优质农产品大省。近年，贵
州利用独特生态、气候和资源优
势，打造“三品一标”农产品。据
介绍，目前贵州已获得农业部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数累计35个。
湄潭、凤冈、雷山、思南等四县被
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国家级出
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以无
公害红心猕猴桃闻名的水城县获
批国家级出口猕猴桃质量安全示
范区。

［封面人物观点］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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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布的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必须

准确把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义、主攻方向和根本途径,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

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加快实现农业向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转变,开创农业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 文字整理/王平

坚持质量兴农，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
提升我国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必须突出优

质、安全、绿色导向，调好调顺调优农业农村结
构，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顺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产品产业结构。
要增加适销对路农产品供给，继续压减供过于
求矛盾突出的“大路货”品种。按照稳粮、优经、
扩饲的思路，统筹调整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推
进种养加协调发展。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加强产地环境保护
和源头治理，建立健全从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
链监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立足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要重
点依托“三区”，即稻谷、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
能区，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天然橡胶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建设，引导农产品生产加工向主产区、优势区转
移集聚，制定规划、落实政策、强化支持，切实把
区域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竞争
优势，让区域特征更加凸显、区域品牌更加响亮。

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经营结构。
发展规模经营，不能只局限于发展土地的规模

经营，规模化的服务也是规模经营的重要方
面。要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大力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经营权流
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
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
规模经营。

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要加快发展现代食品工业，发展产地初加
工、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
值，多渠道拓展农产品消费需求，切实做好“农
头工尾、粮头食尾”这篇大文章。要深度挖掘农
业的多种功能，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产业，培
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使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亮点，成为城镇居民休憩的新去处，成
为传承农耕文明的新载体。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
用。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
农药零增长行动，把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减下
来，多搞绿色种植、生态循环种养、休耕轮作。
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把超过生态承载
能力的边际产能退下来。农业节水潜力巨大，

要把农业节水作为一件方向性、战略性的大事
来抓，大力普及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提
升用水效率。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严守耕地红线，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出现
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田现象。对山
水林田湖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快生态脆弱区、
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治理，打好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
展。科技创新是农业供给结构调整的重要引
擎。必须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强化农业科技推
广，走以科技为支撑的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
路。要适应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新要求，调整农
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加快提升现代种业、推
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智能化。
要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方式，支持农技推
广人员与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开展技术
合作，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科技推
广。加快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员兼
职取酬等制度规定。提升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水
平，打造现代农业创新高地。

［教你一招］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工作（下）

如何有效控制猪场寄生虫病

猪疥螨：病猪以剧烈痒觉为特征，燥动不
安，食欲降低，生长缓慢，饲料报酬下降，是严
重危害养猪生产的疾病之一。病变通常先在
耳部发生，耳部皮屑脱落，进而出现过敏性皮
肤丘疹，以后逐渐蔓延至背部、躯干两侧及后
肢内侧，猪常在猪栏、墙壁等处摩擦，严重时
造成出血、结缔组织增生和皮肤增厚，局部脱
毛。

猪蛔虫：该病主要危害 2-6 月龄的猪
群。症状和病变：病猪一般表现为生长缓慢、
消瘦，被毛粗乱无光、黄疸，采食饲料时经常
卧地，有时咳嗽、呼吸短促，粪便带血。蛔虫
的寄生破坏了胃肠道黏膜，妨碍营养吸收；蛔
虫的发育还与猪机体争取营养，并且分泌一
些毒素影响猪的生长发育，使得猪饲料报酬
降低。

蛔虫幼虫移行经过肝脏，造成肝脏坏死
变性，结缔组织增生，出现“蛔虫斑”，导致屠
宰时肝脏废弃率增加而造成经济损失。蛔虫
幼虫移行损伤肺，造成蛔虫性肺炎，引起喘咳
和呼吸困难。幼虫侵袭造成的病变，易造成
细菌或病毒的继发感染。

猪寄生虫病是潜伏性危害养猪业的疾
病，给工厂化猪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这
种潜在的损失往往为许多猪场所忽视。猪场
应采取综合性措施，选用广谱的驱虫药物，制
订切实可行的驱虫程序，有效地控制猪寄生
虫病的发生，从而减少因寄生虫病造成的损
失。

●防制措施
1.建立有效的生物安全体系，减少工厂化

猪场寄生虫病发生的机会。做好封闭猪场的
工作开始后，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新引进的
种猪应在隔离期间进行粪便及其他方面的检
查，并使用广谱驱虫剂进行重复驱虫，严防外
源寄生虫的传入；严禁饲养猫、狗等宠物，搞
好猪群及猪舍内外的清洁卫生和消毒工作，
定期做好灭鼠、灭蝇、灭蟑、灭虫等工作，消灭
中间宿主；坚持做好本场寄生虫的监测工
作。猪舍必须经严格冲洗消毒，空置几天后
再转入新的猪群，有效地切断寄生虫的传播
途径，提供猪群不同时期各个阶段的营养需
要量，提高猪群机体的抵抗力。

2.选用好驱虫药。选用新型、广谱、高效、
安全，且可以同时驱除猪体内外寄生虫的驱
虫药物。由于单纯的伊维菌素、阿维菌素对
驱除疥螨等寄生虫效果较好，而对在猪体内
移行期的蛔虫等幼虫、毛首线虫等则效果较
差，而阿苯达唑则对线虫、吸虫、球虫及其移
行期的幼虫、绦虫都有较强的驱杀作用，对虫
卵的孵化有极强的抑制作用。应选用复方的
驱虫药进行驱虫，如腾骏“肯维灭”，主要成分
为伊维菌素、阿苯达唑和增效剂。如果发现
猪囊虫，可选用吡喹酮进行驱虫。

3.为保证驱虫的效果，应将驱虫后的粪便
清扫干净堆积起来进行发酵，利用产生的生
物热杀死虫卵和幼虫。

海安

［实用技术］

怎样治疗猪拉稀
猪拉稀是由多方面原因引

起，初步分为：病毒性拉稀、细菌
性拉稀、消化不良性拉稀、霉菌毒
素中毒性拉稀、寄生虫性拉稀，在
临床治疗中，要初步确定是哪方
面原因，只有对因治疗，方能取得
较好的疗效。

1.对于病毒性拉稀，目前尚
无特效治疗药物，只能对症治疗
来缓解饥饿、脱水和酸中毒，在饮
水中添加电解质来缓解脱水，也
可以使用抗生素或磺胺药预防细
菌的继发感染。

2.细菌性拉稀一般来说使用

抗生素，磺胺类药物以及对症治
疗即可。

3.消化不良性拉稀：首先控
制饮食，使用抗生素防治继发感
染即可。

4.霉菌毒素引起的拉稀，一
般病猪精神状况比较好，体温基
本正常但不吃食，治法：用 5%的
糖盐水、VC、ATP、肌苷、辅酶A、
安钠钾静脉注射肌注即可。

5.寄生虫性拉稀，猪一般表现
消瘦、吃食少、驱虫即可。总之，任何
药物代替不了管理，只有加强饲养管
理，才能取得最好的效益。 肖金明

肉种鸡管理不可忽视

【 】坚持不懈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鸡的抗寒饲料
添加剂有哪些

鸡喜温怕冷，每逢寒冷低温季
节，体质及生产性能下降，耗料增
加，产蛋减少，容易患感冒等呼吸道
传染病。如果在饲料中加入适当的
添加剂，可增强鸡体的抗寒能力。

鱼肝油
主要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有增强体质、改善蛋壳质量和因为

维生素D3缺乏引发的鸡瘫痪、增强

抗寒应激能力等作用。冬季，蛋鸡
发生呼吸系统疾病，采用鱼肝油辅
助治疗，可修复呼吸道黏膜，保护呼
吸道上皮细胞的完整性，防止病毒
和细菌入侵。鱼肝油最好选用油剂
或水剂，这样可与其他药物同时使
用。

维生素E
冬季低温会导致卵巢性能下

降，产蛋减少。鸡饲料中添加维生
素E，可增强卵巢代谢功能，提高产
蛋率。肉仔鸡冬季应用维生素 E，
可提高肌体的耐寒力及抗病力。平
时添加量：每千克日粮中鸡 10 毫
克，冬季需加大用量2～6倍。

维生素C
具有抗感染、解毒与抗应激等

作用，能增加鸡对寒冷和疾病的抵
抗力，预防传染病，提高产蛋率。每
100 千克鸡饲料中添加 5 克维生素
C，饲料消耗可降低 8%，产蛋率提
高7.6%。

钙
鸡体缺钙，轻者下软壳蛋，严重

时会足趾抽搐，危及生命。冬季低
温、少光照，鸡对钙质的需求量相应
增加，给鸡补钙极为重要。蛋鸡日
需钙量为 2.7～3.4 克，石灰石粉是
天然碳酸钙，一般含纯钙38%，是补
充钙质最廉价的矿物饲料；贝壳粉
含碳酸钙96%，折合钙38%。

辣椒粉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多种维

生素。冬季在鸡日粮中添加 1%的
辣椒粉，可提高鸡的抗寒力和产蛋
率8%。

碘
补碘可增强抗寒保暖作用。方

法有两种：供给含碘食盐，用量与普
通食盐相同。或在饲料中添加海
带，添加量占日粮的比例2%～6%，
海带性寒，可配适量生姜以缓和其
寒性。 农科报

根据各地粪污资源化的实际情况，当前
肥料化和能源化利用均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
题。从肥料化利用看，农业生产重化肥、轻有
机肥问题突出，耕地基础地力下降。过去，农
民既种地又养猪，种养结合紧密。随着规模
养殖加快发展，传统散养户逐步退出，养殖与
种植分离成两个主体，养猪的不种地，种地的
不养猪，客观上隔绝了粪便还田的通道。此
外，与化肥相比，有机肥施用成本高、见效慢，
短期内会影响农作物产量，加之农村缺少青
壮劳动力，有机肥特别是液态有机肥既脏又
臭、劳动强度大，农民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
高。因此，打破农牧分离格局，利用畜禽粪污
生产使用农用有机肥，对于改良土壤、培肥地
力、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有重要作用，有助于
实现现代农业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可持续发
展。从能源化利用看，专业化企业市场运营
仍面临不少制约因素，突出表现在产品缺乏
竞争力，市场开发难。沼气工程主要分布在
广大农村，铺设沼气管网投资大，安全风险
高，养殖企业不愿发展。特别是受区域内畜
禽粪污等主要原料供给总量、持续稳定性和
运输半径等条件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第三方专业化公司的发展。沼气发电上网建
设投资大，沼气工程单体发电量小、主体分
散、稳定性差。生物天然气等新能源市场价
格偏低，商业资本进入的动力不强。

全面解决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
问题

农业部将把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
化摆在工作重要位置，加快补齐现代畜牧业
发展的环境短板，实现畜牧业生产和环境保
护“双赢”，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为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
献。下一步，农业部将按照“一年试点、两年
铺开、三年大见成效、五年全面完成”的步骤，
确保在“十三五”时期，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
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

一是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
行动。支持生猪养殖大县规模养殖场和集中
处理中心、社会化服务组织改善粪污处理和
资源化设施装备条件，到 2020 年 500 个生猪
养殖大县和大规模生猪养殖场全面解决粪污
处理和资源化问题，整合资金同步推进其他
畜种粪污处理。实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创建活动，以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产生、无
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为重点，“十三五”创建
200个示范县，整县推进废弃物综合利用。

二是实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等行
动。实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以柑
橘苹果、设施蔬菜、品牌茶叶为主，遴选示范
县和示范园区（基地），建立“果（菜、茶）沼畜”
等资源化利用模式，推进实施有机肥沼肥生
产、果菜茶园改造等重点任务。实施化肥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建设200个化肥减量增效试
点县（场），实施农企对接，推进社会化服务，
降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成本。启动东北黑
土地保护和治理行动，探索总结出可行的黑
土地保护和粪污还田利用模式。

三是优化畜牧业发展布局。落实《全国
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关于
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
指导意见》，继续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
建，进一步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优化调整生
猪养殖布局，向粮食主产区和环境容量大的
地区转移，实现布局合理化、生产规模化、养
殖绿色化。

四是加强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研发推
广安全、高效、环保新型饲料产品。加大混合
原料发酵、沼气提纯罐装、粪肥沼肥施用等技
术和设备的开发普及力度，全面提升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水平。加快建立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标准体系，重点解决粪肥、
沼肥等生产技术规范和检测标准缺乏问题。

五是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电视、报刊、
网络等多种媒体，加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增强畜禽养殖从业人员
环境保护意识。大力宣传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
化的重要意义，宣传畜牧业绿色发展取得的成
效，总结经验，推介典型，试点示范，共同营造推
进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良好氛围。

正确断喙，及时修喙
首次断喙在6～9日龄，断喙

时要确保断喙的准确性，断得不
好的要及时补烫。断喙同时可对
鸡群分栏，将过大、过小挑出单独
饲喂，有利于日后对均匀度的控
制。第二次断喙在 10～12 周龄
完成，其目的是对第一次断喙不
成功或重新长出来的喙进行个别
修整。喙断得不好，影响雏鸡的
采食，有的甚至吃不到料，这样也
影响雏鸡正常生长。

创造适宜环境条件
鸡舍保持温度 18～24℃、湿

度 50%～55%为宜，防止高温高
湿、低温高湿出现。提供科学合
理的营养水平、适宜的饲养密度，
重视通风，给鸡创造一个良好的
生长发育环境。

预防疾病
加强卫生防疫，做好疾病预

防工作。每周带鸡消毒一次，鸡
场、鸡舍门口设相应消毒池。同
时按照肉种鸡饲养管理程序要求
和本场实际，制定合理的免疫程
序，进行疫苗接种，保证疫苗接种
效果切实可靠，确保肉种鸡整个
育成期健康均衡地生长。河北农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 马有祥

肉猪价格（元/公斤）
闵行区：18.8
嘉定区：18.6
浦东新区：18.4-18.8
奉贤区：18.6-18.8
金山区：18.8
崇明区：18.9
（本期是 2017 年 2 月 3 日所采

的价格。）

沪郊毗邻地区苗猪交易价
（元/公斤）

嘉定区：40.0
浦东新区：30.0-36.0
奉贤区：30.0
（本栏目信息由上海市生猪

行业协会提供）

［生猪行情］

猪的寄生虫种类繁多，但以疥螨和蛔虫病最为常见，对猪的危害也特别严重，常常

造成猪群饲料转化率下降、生长发育不良、生长缓慢。因此，做好猪群体内外寄生虫的

驱虫工作是提高猪场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