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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梁平农机社会化服务为何全国推介梁平农机社会化服务为何全国推介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亚同

3月13日，梁平区仁贤镇五一社
区十四组，仁贤农机服务股份合作社
社员帮助村民进行水稻育秧。

记者 王亚同 摄

3月13日，梁平区仁贤镇五一社
区十四组，仁贤农机服务股份合作社
派出的“田保姆”帮助村民进行水稻
播种、育秧。

▲梁平区仁贤镇白鹤村三组，
梁平区仁贤农机服务股份合作社社
员用插秧机为村民插秧。

从4年前，梁平开始试点探索农机
社会化服务，到今年1月，这项服务被农
业农村部选为创新典型案例向全国推
介，不久前还被多家央媒报道，只因它激
发了农业生产内生动力。

3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梁平
区，与当地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
人、农业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当
地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解
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且大大提
高了耕地亩产效益。

未雨绸缪
“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需要个说法

梁平区是重庆传统的农业大区，水
稻、梁平柚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近年
来，该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一直走在全市
前列。然而，其仍受制于小而分散的土
地资源禀赋，规模化生产阻力重重。同
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农
村人口“一代留、二代走、三代四代不回
首”苗头渐显，对回答“谁来种地、怎样种
地”更为急切。

“作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我
们先后承担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和退出、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
革、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
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试验等国家级
改革试点试验任务。”梁平区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5年开始，当地就
大力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撑工程，开展
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试点。

“新型职业农民，是将来种地的主力
军。”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农机管理科负责
人吴正远表示，“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源是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种田一年不如打
工一月”体现出来的相对效益差。要从根
本上解决，通过“以机代人”的农业机械
化，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深度融合丘
陵山区特色的产业等，大幅提升劳动生产
率和生产效益，让从事农业生产体面又有
尊严，使从业者获益更充分。

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农业生产
效益，因地制宜推进农机化是关键。对
于梁平来说，近年来，当地不断提升水
稻、油菜等作物的机械化率，探索了机插
秧、油菜机收、无人机植保等，耕种收机
械化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
点。然而，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短板，如农
机化服务组织程度不高、农业规模化生
产低等。为此，自2015年起，该区选择
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撬动社会力量参
与农机社会化服务。

政府购买
买啥、选择谁？政府退出之后怎么办？

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是通过发挥
市场机制，在本应由政府履职或提供直
接服务的事项中，引入具备条件的社会
力量参与，并按约定向提供相应服务的
组织支付费用的行为。在面向市场的
工、农业生产方面，政府购买相关服务，
兼具引导性和扶持性。

业内相关研究人士表示，农业中的
分工和专业化是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
现的,而农机社会化服务被认为是对劳
动力最好的替代。

梁平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
机制创新试点以来，主要从“购买啥、选

择谁、怎么买和政府退出后怎么办”方面
实施探索。

针对购买啥服务？梁平坚持保供和
特色优先原则，确定了主导的水稻种植和
特色优势产品梁平柚作为试点产业，既优
选关键或薄弱环节，又力求服务环节全程
化。如水稻选择机耕、集中代育秧、机插
秧、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收等环节；梁平柚
选择机耕、施肥、统防、修枝等环节。试点
向两大产业的重点区域倾斜。

针对谁来服务、怎样服务？梁平则
通过向社会公开发布信息，符合条件的
社会化服务组织、经营主体自愿申报，区
里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后，择优选择并公
示确定。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须具备相
应技术力量和经验，且必须始终按市场
化运作。

针对“政府退出后怎么办”，梁平建
立了可持续服务机制，确保政府退出后

“有人有能力搞服务”。通过技术培训、
补贴购买作业装备等，引导相关组织建
立育秧中心、农资超市、加工中心、烘干
中心、培训中心等；鼓励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经纪人、高校毕业生等从事农业创
业，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确保政府退
出后“有人愿意接受服务”。补助标准逐
年递减，让服务对象有一个适应过程，最
终实现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

连锁反应
农业“人”“地”“机”节点的华丽嬗变

随着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深入，梁平
农业生产链条上的各节点都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变迁。

这几天，梁平区龙门镇马鞍村六组正
进行水稻集中育秧，有10多亩田要育秧
的郑高兵却很悠闲。“今年把田托管了，再
也不用劳心费力。”今年58岁的郑高兵介
绍，每亩每年花费450元请合作社全程托
管，自己只需负责提供肥料和管水，省心
之余增收还有保障。马鞍村是梁平区托
管服务整村推进试点村，今年有1450多
亩稻田将开展社会化服务托管。

负责为村里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的
是重庆捷梁农机股份合作社，合作社负责
人邓中告诉记者，相比农民自己耕种收一
亩地动辄五六百元的费用，全程托管给农
机合作社可以节省不少钱，而且，整村推
进的托管服务采用统一的科学种植，每亩
还能帮村民增收150斤左右。一减一增，
村民种水稻效益亩均增加300多元。

在村民受益的同时，捷梁农机合作
社的利润也很可观。“利润主要来自耕
种、植保，收割按市价走不赚钱，加上政
府服务补贴，以往每亩利润在近 200
元。”邓中介绍说，今年在马鞍村实施了
整村托管，整片成规模开展服务，可大幅
大降低服务成本。今年，捷梁农机合作
社在当地开展社会化服务近2000亩，有
望实现盈利23多万元。今年，梁平将在
全区实施水稻社会化托管服务3万亩。

在碧山镇、袁驿镇开展农机社会化
服务的蒋丽英，今年添置了 3台无人
机。“花了近40万元，准备做飞播育秧。”
蒋丽英介绍，自2014年投身农机社会化
服务以来，自己流转土地已达 400多
亩。为节本增效，每年她都拿出部分利
润添置新机器、尝试新技术。近年来，她
购置农机具价值上百万元，还探索成功

了花生全程机械化。今年她还准备用无
人机探索植保服务。

社会化服务降本增效、带动新技术
新机具投用，更促进了梁平相关产业规
模化生产经营。水稻种植、梁平柚种植
大户、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不断涌现。目
前，梁平区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3000多
人，专业合作社 1100多个、家庭农场
975个。截至去年，当地土地流转总面
积3.29万公顷，流转率超过50%，土地
规模集中度超过40%，比2014年末提
高了13个百分点。

余波深远
整田改土呼声高 “一户一

块田”加速改革

“整片推进托管或者社会化服务，每
亩至少可以降低成本50元。”邓中告诉
记者。

为促进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梁平区
也在不断采取措施。如实施宜机化改
造，将田地小改大、连成片、陡坡改缓坡、
不规则田块改造成条田，让中大型农机
能够下地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
农机作业基础条件，方便高性能、大中型
农机具自由进出，提高农机作业效率。
解决农机、农地、农艺配套融合，推动“以
地适机”。

据统计，近年来，梁平区已累计投资
10.47亿元，在安胜镇、柏家镇、碧山镇
等29个乡镇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截至目前，该
区共建成高标准农田57万多亩，粮油产
能提高10%以上，平均每亩可带动农民
增收近300元。

同时，该区还加快从体制、机制上改
革。去年8月，该区在新桥镇两路村开始
探索实施“一户一块田”改革，破解农村
零碎化田地种植难、经营难、发展难。经
过多轮开会讨论方案，两路村四组72户
村民将375亩土地集中起来，在区里投
入100余万元资金的支持下，于当年11
月完成基础化改造，还修建了1.7公里的
机耕道，随后又按户进行了整片分田。

村民余先亮对自家分配到的15亩
成片机耕田满是欢喜。“以前15亩田东
一块西一块，面积不大相距却很远，来回
跑路累还不说，收割机听说后摆手就
走。”余先亮说，如今，重新分配后的田地
集中到了一块，困扰他多年的机械化种
植问题成为历史。曾经被村民放弃的小
块田，现在也聚到了一起，或自己经营或
流转出去，效益都不错。

随着梁平农村改革和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深入，规模化经营、新型职业农民的
入场，吸引新型职业农民投身规模化经
营成为新趋势。

此外，当地还针对进城农户自愿有
偿退出承包经营权，探索出三种承包经
营权退出方式：以农户退地需求为导向，
整户退出，集中用地；以业主用地需求为
导向，整片退出，定制用地；以现实问题
和产业发展为导向，整社退出，
统一用地。截至去年，梁平已
有139户农民自愿退出承包
地经营权21.5公顷，获得退地
补偿金200多万元，有效解决
了当地农村“人地分离”及
耕地闲置现象，实现了多
方共赢。

重庆日报记者：目前，我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现状怎样？
田贵康：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补贴特别是农机购置补贴，

及我市相关扶持政策实施，我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渐成规
模，服务能力也不断加强，服务功能更完善，服务范围逐步拓
宽，有效提升了农业机械化生产能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我市现有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5560多个，从业人员8.9万
余人。农机专业合作社830个、6.4万余人。农机化作业服务专
业户18.1万多户、22.6万多人。全市农机化中介服务组织249
个，维修服务网点3481个，农机经销企业292个，拖拉机驾驶培
训机构18个。

至2018年，我市主要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48%，全市
农业生产已实现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为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目前，重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能力已达102万亩。我市已建
立起市、区县、乡镇各级农机管理、示范推广、技术培训、信息发
布和安全生产监管等农机公益性服务体系。以农机专业合作
社为服务主力军，逐步形成了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农机社会
化服务体系，并从农机作业为主，拓展到信息、技术、经营、维修
等领域。

重庆日报记者：我市农机社会化服务在推动农业生产降本
增效、新技术新机具应用、规模经营等方面，有哪些新探索和突
出成就？

田贵康：以农机专业合作社为龙头，我市在开展技术承包、
作业承包、租赁承包、代耕代收及跨区作业等服务上实现了全
程机械化生产。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水稻、油菜、马铃薯等
作物全程机械化模式，如垫江、梁平和巫溪承担的部级示范项
目，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0%以上。柑橘、茶叶、榨菜、烟草、麻
竹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全面机械化生产技术，在江津、潼
南、涪陵、荣昌等地实现突破性推广应用。

实施智汇农机手金蓝领成长计划，发挥农机六大重点工种
导师工作室作用，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进行创新，提升从业者
的驾驶操作、维修服务、经营管理等水平。近年来，我市还以粮
油作物为主兼顾柑橘、草食牲畜、茶叶、榨菜等，大力推广无人
机、大型烘干设备、轨道式运输及、粉碎设备、水肥一体化设备
等，进一步探索机械应用的专业化、精准化。

针对规模化经营，我市逐渐向“以地适机”转变，进而开展
宜机化改造，让大中型农机自由进出。目前，全市已实施15万
亩农田宜机化改造。有些区县结合新型集体经济等，在社会化
服务中探索以农机经销、维修服务商牵头开展规模化经营。

重庆日报记者：我市农机社会化服务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和
短板？针对这些不足，下一步又有怎样的思路？

田贵康：在先天资源禀赋中，我市丘陵山地占比大，小而散的
“插花田”“巴掌田”普遍存在，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开展制约明
显；其次，某些区县对实现农机化、开展社会化服务重视不足，有
的依赖性较强、创新创造性不够，有的充满畏难心态，陷入“好种
的地已种满、好干的活已干遍、好用的人已断档”认识困境。

下一步，我市将通过服务奖补等政策，培育发展各类农机
服务新主体、新模式、新业态，促进技术能力和装备提升；开展
定期、多层次从业人员培训交流；鼓励引导服务主体与服务对

象的沟通合作，提高机具的利
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
进农机服务向生产全过程、
全产业链延伸，并为农民生
活、农业生态等提供高效、
高质量的服务。

重庆农机社会化服务
提档升级正当时

——对话市农机化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田贵康

从省力增收，到新技术新机具应用，再到适度规模经营，并推动整地改
土、改善耕作条件，最终引发农民对土地作出不同选择：有的流转出去转营
他业，有的干脆放弃经营权进了城；有的搞适度规模经营，还有部分懂农
业、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崭露头角。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正是源于梁平
的农村改革，源于当地探索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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