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平） 今天上午， 郴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公安部督办的“2012-337” 特大制造贩卖毒品
案侦破情况。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捣毁特大制
毒工厂1处， 缴获冰毒晶体218.35公斤、 冰毒液体
901.9公斤、 毒品咖啡因160公斤、 制毒化学品19.8
吨， 涉案毒品数量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之最。

2011年底， 深圳海关缉私局发现雷生明、 朱建
辉等香港人和内地不法分子向内地走私制毒化学
品， 有在内地加工制造毒品的重大犯罪嫌疑， 遂立
案侦查。 经缜密侦查发现， 该团伙曾在广东惠州一
带开设制毒加工厂生产毒品， 后转往郴州桂阳县余
田乡开设新的制毒加工厂， 并聘请墨西哥籍制毒技
师生产毒品。 去年9月，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协调下，
湖南、 广东两省公安部门及深圳海关缉私局协同作
战， 经3个多月侦查， 联手侦破了“2012-337” 特
大制造贩卖毒品案， 摧毁了一个由墨西哥、 香港及
内地人员组成的特大跨国跨境制贩毒团伙， 并缴获
仿真手枪一把、 涉案车辆6台， 扣押冻结制毒资金
65万元。

本报记者 周月桂 曹娴

位于南洞庭湖腹地的益阳， 是典型
的鱼米之乡， 尤其是湖区土壤肥、 水分
足、植物茁壮，素有“洞庭粮仓”之称。

2004年以来，这片土地上产生了61
名全国种粮大户， 种粮大户已成为当地
重要的粮食生产主体。

在这片产生种粮大户的热土上，大
户生产经营状况如何， 种田是否越多越
好？ 怎样种田才有效益？ 早春二月，记者
来到益阳，探访这里的种粮大户们。

规模适度也要精心管护
2月22日，春阳一扫阴寒。 南洞庭湖

平原上，潮湿肥沃的土壤里有了热气，大
地做好了新一年耕种的准备。

“这几年我种田还是赚了钱。 ”坐在
自家门口的阳光下， 面对着自己租种的
大片田地， 益阳市赫山区种粮大户刘进
良侃侃而谈，“但是没前几年那么好赚
了。 ”

刘进良种粮可追溯至2004年，中央
1号文件首次关注“三农”，在赫山区牌口
乡立新村当村干部的刘进良， 敏锐地捕
捉到了这一信息。当年，凭着自己在乡里
的信誉，他租了窖头湖600亩“湖田”。 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种田面积逐年扩大，直
至2010年后稳定在4000亩左右。

4000亩田能赚多少钱？ 刘进良以
2012年的一亩早稻田算了一笔细账：

一亩田租金平均每季225元；3天工
资390元； 种子6公斤，30元； 秧田用农
膜、秧盘，80元；翻耕用柴油及机械维修
费用71元；肥料95元；农药、草药92元；
收割机费用36元；还有喷雾器维修折旧
费、抗旱费、运储、晒谷、银行利息、伙食
费、农田水利维护、农机折旧等等，共计
开支1127.77元。 2012年早稻产量以430
公斤计，平均价格每50公斤140元，共计

收入1204元，减去开支最终收益为76.23
元。

如果一户种几亩田， 一季亩产收益
不到100元， 不合算。 而种粮大户刘进
良，一季早稻收益就有30万元左右。 是
不是种田越多越赚钱呢？ 刘进良认为，
4000亩已是他能经营的极限了，“面积
太大就管不过来。 ”

益阳市农业局副局长黄寅虎也有这
样的看法：“盲目扩张数量不可取， 还是
要在单产和效益上做文章。 ” 据该局调
研，200亩至1000亩的大户每亩纯收入，
比1000亩以上的大户高出50至105元，
其主要原因是面积越大，管理越难，亩产
降低。

事实上， 也并不是每个大户都能赚
到钱。 2010年10月，一场严重的寒露风，
让许多种粮大户措手不及。 同在赫山区
的种粮大户袁卫中，近1000亩晚稻遭受
冷害青枯死苗，几乎颗粒无收，至今难以
自救。这一年，刘进良因所种晚稻品种较
为早熟，受的损失较小。

赫山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
蔡慧良认为，袁卫中亏损很大，部分原因
是管理不善； 规模化种粮其实是个技术
活，生产、管理跟不上，就没有好的产出。

提高机械化水平是关键
除去生产成本， 大户还需要多少配

套设施和固定投入？
刘进良再以自己4000亩田来算账：

一个4000亩大户，需收割机5台、耕田机
8台、农用运储车3台、农机仓库1个、晒
坪3000平方米、 烘干机2台、 粮仓库容
2000吨以及植保机、 配件等， 累计需
275.7万元。

巨大的投入之后， 大户们还有更多
的困扰：机器维修费用高、折旧快、损耗
大。 一台国产收割机，价格约4.5万元，只
能用3至4年，就成了一堆废铁。

“希望农机企业能为我们农民制造
更好更实用的农机。 ”刘进良说，国内现
在的农业机械品种多，质量标准却不高，
他买的日本某品牌收割机， 价格虽然高
达14万多元，使用寿命却可达10年甚至
更久。

没有烘干机， 是众多种粮大户共同
面临的难题。大通湖区种粮大户皮伍，种
田2万亩，是益阳市最大的种粮大户。 每
到收获季节， 皮伍的上万吨稻子就晒遍
了大通湖区的学校操场、 政府办公楼前
坪甚至马路。遇上收割天气不好，只能任
由稻谷发霉生芽。皮伍说，希望国家能提
高烘干机、 插秧机这两种目前不太普及
的农机购机补贴。

关于农机购机补贴， 大户们还有更
多想法。赫山区兰溪镇种粮大户李
旭芳曾经购买过一台收割机，价格
4.5万元，国家补贴1/3，自己出3万
元。 第二年，这台机器不在补贴目
录内了，李旭芳一看，售价降到3万

多一点。李旭芳觉得，农机购机补贴似乎
并没有让农民真正受益。 他建议将农机
补贴直接发放给购机农民， 不要限定品
牌和机型， 或直接将农机按比例免费配
送到乡镇。

在刘进良的农机仓库里， 有一台崭
新的“东方红”拖拉机，高约4米，宽2米
多，很是威武。驾驶室的玻璃窗上印着大
大的“奖”字，这是2011年国务院奖给全
国种粮大户刘进良的，价值20多万元。

这个庞然大物， 在北方大平原上可
纵横驰骋， 在南方的水田里却施展不开
手脚。面对这个威武的“大家伙”，刘进良
既感到骄傲又有些失落：“只有加快土地
整理，基础设施建设跟上，‘东方红’才有
用武之地，农机化水平才能继续提高。 ”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陈永刚） 经营了17年的长沙
毛家桥水产蔬菜批发市场即
将关停歇业， 原址将开发建
设一处商业综合体， 其中也
将包含一个生鲜超市。

毛家桥水产蔬菜批发市
场始建于1996年， 由开福区
商务局、 工商分局、 市煤炭
工业总公司、 毛家桥煤栈共
同出资兴建。 2005年， 毛家
桥水果市场率先被迁往四方
坪， 如今， 毛家桥水产蔬菜
市场也进入关停阶段。 根据
市场里粘贴的公告， 毛家桥
水产蔬菜批发市场于2013年
2月5日起全面实施关停歇
业， 将土地交由原土地使用
者， 4月5日之前完成搬迁。

毛家桥水产蔬菜批发市
场是一个棚架式的市场， 结
构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 加
上年久失修、 噪音扰民， 问
题不少。 今年， 随着黄兴北
路、 地铁1号线等重大城市基
础设施的建设， 毛家桥水产

蔬菜批发市场将关停， 其中2
月5日至4月5日为过渡期。

据介绍 ， 市场目前有
360多户经营户。 除了全额
退还经营户缴纳的押金和超
期支付的租金， 过渡期内免
收租金和水电费， 开福区还
在着手帮助经营户联系新的
去处。 一方面， 联系了开福
区内荷花池集贸市场、 戴家
河农贸市场等市场， 这些市
场将给予免收3个月租金的
优惠。 同时， 还在争取长沙
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等大型
批发市场的优惠政策。 对在
4月5日前搬离的经营户， 还
将奖励500到3000元不等的
搬离费。

对于周边居民的买菜问
题， 2月27日， 长沙市开福
区商务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
家庆介绍， 在毛家桥水产蔬
菜批发市场的附近， 还有新
河农贸市场、 沙湖桥农贸市
场、 通泰街农贸市场3个正
规的农贸市场可供选择。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雷鸣）今天，空军招飞局广州
选拔中心传出信息，2013年度我省
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的复选工作
定于3月1日至10日进行。 复选时间3
天，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约1天半）、心
品考核（约半天）、政治考核（约1天），
共计100余小项，全部实行单项淘汰。

据介绍， 空军招飞复选站设在
国防科技大学科苑宾馆（长沙市德

雅路190号，湖南烈士公园北门）。参
选学生须携带二代身份证提前一天
到复选站报到。 复选大学生报到时
间为2月28日，应届高中毕业女生报
到时间为3月1日， 应届高中毕业男
生报到安排为：3月2日，长沙市和常
德市汉寿县；3月3日，常德市其他区
县；3月4日，张家界市和怀化市；3月
5日，邵阳市和自治州；3月6日，永州
市和娄底市；3月7日，益阳市。 空军

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已将参选学生
名单发至各地考试部门及有关高校
武装部、学工部。 如因特殊原因需推
迟到站检测的大学生， 必须提前联
系选拔中心做出调整。

此次应届高中毕业生复选只限
我省9个市州文化成绩较好的学生，
其余岳阳、衡阳、株洲、湘潭、郴州5
市应届高中毕业男生的复选时间、
地点暂未确定。

200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 》下发 ，现代农业成为中
央1号文件的主题。

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
务 ， 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
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
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
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
民发展农业， 提高农业水利化、
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
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
生产率 ，提高农业素质 、效益和
竞争力。

文件首次提出人才智力支
撑 ，强调建设现代农业 ，最终要
靠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 从4个方面对新型农民
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培育现代
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民转移就
业培训和权益保护，加快发展农
村社会事业，提高农村公共服务
人员能力。

这一年， 我省农业工作以现
代农业为重点， 正式启动现代农
业中超级稻推广、耕地质量提升、
外向型蔬菜生产、 脱毒马铃薯开
发、健康养殖小区建设、有机农产
品基地建设、 农业产业化企业建
设、乡村清洁8大示范工程。
（本报记者 曹娴 周月桂 整理）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 ） 从3月1日起， 我省
1006公里的省管干线航道将由海事和
航道两个部门联合展开巡航。 近日，
省水运管理局下发 《省管干线航道联
合巡航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

根据该 《办法》， 自3月1日起，
省直属航道管理局所设置的各基层航

道管理处将联合地市级或县级海事管
理机构， 对包括湘、 资、 沅、 澧以及
洞庭湖区主要航线中设置一类航标的
省管干线航道水域进行联合巡航。 联
合巡航范围主要包括湘江航道 （城陵
矶—松柏） 497公里、 资水航道 （甘
溪港—桃江） 38公里、 沅水航道 （鲇
鱼口—常德） 192公里 、 松虎航道
（茅草街—安乡） 53公里、 澧湘航线

（芦林潭—津市） 226公里。
省管干线航道日常维护检查次

数， 枯水期每月不少于 7个全程航
次， 中洪水期每月不少于5个全程航
次。 在进行联合巡航时， 海事执法
人员的工作职能主要是对违法汽渡
船、 农用船非法载客、 客渡船超载、
货船超载等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现场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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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娴 周月桂

2007年2月， 本报“富民强
省———现代农业启示录”中央1号
文件宣传采访组， 来到益阳的益
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采访中得知,
益华2006年出口5000吨鱼片，创
汇2100多万美元， 占到全国斑点
叉尾鮰出口创汇总额的7成。

时隔6年， 益华水产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盛佳林，对当年本报
刊发的《斑点叉尾鮰跃“龙门”》
仍然印象深刻。

“6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
记者问。

“6年前，我们占地仅17亩，
总资产不到1000万元； 现在，我
们在高新区的水产品加工工业
园占地近500亩， 总资产达8亿
元；2012年，我们的销售收入比6
年前增长了4倍。 ”盛佳林说。

其 中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转
变———“2007年前，95%为出口；
现在，85%为内销。 ”

“如果只把眼光瞄准国外，
那公司可能就‘死’了。 ”盛佳林
说。 在2006年出口形势一片大好
的情况下，公司从汇率变动的趋
势，敏锐地看到了出口市场的危
机。 当年下半年，公司即转移市
场，在西北、东北等不同片区设
置营销中心。 果然，2007年斑点
叉尾鮰产品出口艰难，公司出口
额降至1000多万美元。

“‘出口转内销’的过程很痛

苦。 ”盛佳林说，由外转内，渠道、
物流、网络要从头建立，人才招
聘、成本控制、市场信用都是重
新开始。 随之到来的国际金融危
机，让日子更加艰难。 为此，盛佳
林动了很多脑筋， 通过股权融
资、抵押担保等多种方式解决了
棘手的资金问题，国内市场才逐
渐打开。

“益华一直坚持公司与农民
利益一体化。 ”盛佳林介绍，公司
给基地农民提供苗种，并由技术
总监常年进行技术指导；如果农
户遇到资金问题， 可赊销30%的
饲料；公司对产品实行保底价收
购，降低农户的市场风险。

目前 ， 益华已开发鮰鱼、
草鱼、 鱼糜制品、 火腿预制菜
等七八十个产品， 其中不少是
省部级重大科技专项研发成果。
以科技为支撑， 益华要做含金
量更高的产品， 如将鱼皮、 鱼
鳍开发成食品、 化妆品的胶原
蛋白产品等。

在国内淡水鱼产品行业，益
华始终是只“领头羊”。 盛佳林对
未来充满信心：到2015年，公司
要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产业链
收入要超百亿元，工厂安置就业
8000人， 转移农村劳动力14万，
纳税1.2亿元。

当下， 面对劳动力成本提
高、企业税收过高等问题，盛佳
林呼吁相关部门能给予农业龙
头企业更多支持。

本报记者 周月桂 曹娴

走访益阳种粮大户时， 很多大户都
感慨：“现在种田成本越来越高，风险大，
利润低，要不是先期已经投入了这么多，
就准备转行了。”

新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给
了种粮大户鼓舞和期待， 大户们向记者
说出许多苦恼和迫切的期待。他们希望，
这些问题能在将来得到妥善解决。

刘进良：
现在种田成本越来越高了， 最开始

的时候包地可以不花钱， 现在租金一路

看涨，每亩租金500元，有的高达700元；
请工也越来越贵，2007年才50元一个工，
现在已是150元，农忙时要200元。资金困
难仍是种粮大户普遍遇到的问题。 “农”
字号的银行里， 只有信用社能贷到款，
而且多为小额贷款，农业固定资产无法
抵押，另外利息也高。 希望政府能出台
支持种粮大户的贴息政策，金融部门能
探索一些新模式 ，如产品抵押 ，加大对

种粮大户的金融信贷服务。
皮伍：

希望国家能在农田基础建设上投入
更多。 2009年的时候，我有1100亩早稻和
2000亩中、 晚稻因长时间阴雨无法排渍
受淹，直接损失近200万元。 益阳还有很
多地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易涝易
旱。还有晒谷是最令人头痛的事，现在晒
坪少、烘干设备缺乏，希望政府能大幅提

高烘干机购机补贴。
李旭芳：
农村土地流转还需要政府加大引

导 ，农村情况复杂 ，我们大户希望与农
民签订较长时限的合同 ， 承租时间太
短 ，就不敢大量投入 ，但农户一般只肯
一年一签，而且大部分只有口头流转协
议 ， 农户容易变卦 ， 租的田说没就没
了。

袁卫中：
种粮大户享受的中央惠农政策还是

不够，比如各种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
都是直接划入土地承包者账上， 种粮大
户却无法享受这些惠农政策。

春风激荡的田野
———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

大户种田是否越多越好
———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四）

“洞庭粮仓”益阳，是我省“全国种粮大户”最多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大户已成为

重要的粮食生产主体———

■心声

大户种田实不易

2007年中央1号文件

关键词： 现代农业

———本报回访
1号文件到农家

“益华”：转身向内
2月22日， 皮伍 （左一） 在自家的田野上规划着今年的发展。 他是益阳市最大

的种粮户。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省管干线航道3月1日起联合巡航
现场处置客货船超载

空军招飞3月1日开始复选
携带二代身份证，提前一天报到;复选100余小项，实行单项

淘汰;岳阳、衡阳、株洲、湘潭、郴州复选时间地点待定

郴州破获特大制贩毒案 长沙毛家桥菜市场即将关停
周边3个农贸市场可供居民买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