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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县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探讨
陈 荣
渊甘肃省肃南县草原工作站袁甘肃肃南 734400冤

摘要 紧密结合肃南县实际袁立足独特气候环境资源优势和不利因素袁对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尧因地制宜发挥区位优势发展高
原特色农业尧增加农牧民收入等方面的经验尧问题和规划进行梳理和归纳遥从野以农促牧尧农牧结合冶的思路出发袁突出野高原尧生态尧绿色冶优
势袁总结出以市场为导向尧以农牧民增收为目标尧以农业产业化为载体袁加快发展地方特色明显尧有市场竞争力尧有辐射带动力的区域性优势
产业的路径和模式袁并在促进全县农牧村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袁对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对策袁以期促进肃南县高
原特色农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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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县是全国唯一尧甘肃独有的裕固族自治县袁地处

河西走廊中部尧祁连山北麓袁总面积 2.4 万 km 袁共有裕固尧
2

汉尧藏等 17 个民族袁农业人口众多袁有草原 171 万 hm 尧耕地
2

1.08万 hm2遥近年来袁肃南县立足资源优势袁大力调整内部结

构袁进行区域布局尧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袁建成祁连山
生物尧草原惠成尧高原脱毒马铃薯尧青稞小杂粮等龙头企业
和 30 多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袁形成了高山细毛羊尧高原脱
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尧民族特色小杂粮等牧区特色优势产业遥
1 发展现状

1.1 农业经济稳步增长

害食品行动计划袁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进程袁加速无公害

绿色产业的发展遥截至 2018 年袁已认证 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袁面积达 666.67 hm2曰采取措施大力推广
有机肥袁狠抓野种尧养尧积尧还冶袁培肥土壤袁种养尧套种各种绿肥
2666.67 hm2曰围绕农业生产环境治理尧高产高效农业种植尧无

公害农产品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等重点内容袁通过日光温室提
质增效袁对高原夏菜尧脱毒马铃薯尧中药材等进行标准化种
植曰推广农田节水尧测土配方施肥为主的现代农业技术袁建立
科技示范点袁加大新技术尧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工作遥这些措施
为牧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袁促进了肃南县种植业的

全县耕种各类农作物 1.07 万 hm 袁其中袁有粮食作物
2

协调发展遥

5 953 hm 尧 油 料 作 物 86.67 hm 袁 蔬 菜 553.33 hm 尧 中 药 材

1.6 社会化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

1.2 农业结构不断调优

肃南县执法部门秉持依法行政的理念袁积极履行自身职能袁
对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尧坑农害农事件采取零容忍态度袁积极

2

2

186.67 hm 尧耕地种草 3 933.33 hm 遥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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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实施科技富县战略袁逐步优化肃南县农业布

一是强化执法力度袁必须严格规范农资市场遥一直以来袁

局袁合理化种植结构袁使农产品向特色化尧优质化方向发展遥

采取农资打假护农专项治理袁积极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遥二是积极提供农业技术尧农业政策尧农业信息等服务袁肃

农业效率明显提高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遥

南县开通了野12316冶农业服务热线平台袁创新农业技术推广
新形式遥

2013 年农产品优质率达 35%袁截至 2018 年已提高至 50%袁
1.3 优势区域农作物集群初具规模
近年来袁玉米制种尧脱毒马铃薯种植尧高原夏菜尧日光温
室等现代农业优势凸显遥其中袁明花乡以洋葱尧番茄尧制种玉
米尧中药材为主要农作物袁经济效益良好曰皇城镇和马蹄乡
以大麦尧青稞尧马铃薯尧小麦种植为主的农作物产量逐步提
高曰康乐乡和大河乡以小麦尧马铃薯尧经济作物制种以及设
施农业为主的种植业经济效益逐步提高曰白银乡以饲草种
植尧红提葡萄种植为主的规模逐步扩大曰祁丰乡主要以小麦尧
玉米种植为主遥
1.4 粮食单产逐步增长
受粮食价格上涨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影响袁肃南县粮食

播种面积逐年增长且产量不断提高遥截至 2010 年袁全县粮
食播种面积已达 3 933.33 hm2袁总产 2.2 万 t遥2018 年随着中

央多项农村政策的落实袁农民种植粮食积极性得到提高袁全
县粮食播种面积 5 953.33 hm2袁总产达到 3.53 万 t遥
1.5 现代设施农业加快发展

随着农业综合实用技术推广力度的不断加大袁启动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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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
近年来袁伴随着农业综合开发尧易地搬迁尧退牧还草尧牧
民定居尧农作物良种补贴尧农机具补助等工程的实施袁肃南
县农业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袁农业生产水平得到
显著提高遥
2 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一是部分乡镇的水利设施基础薄弱且年久失修尧中低产
田面积较大且分布广泛袁其修补难度较大尧农田区域内部交
通网络及耕路不健全袁区域防灾减灾能力不足[1]遥二是农业
机械设施处于刚起步阶段袁滴灌尧温室尧喷灌尧机收尧机耕等
技术推广不足袁总体农业机械化处于较低水平遥
2.2 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
目前缺乏农业龙头企业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辐射带动能
力较弱曰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袁存在加工层次低尧科技含
量低等问题袁导致农产品商品率尧加工率尧优质率低下曰农业
产业化利益机制存在缺陷袁农牧村集贸市场规模较小袁服
务功能缺失袁专业批发市场缺乏组织大规模农产品营销的
能力曰农业产业化中介组织发展缓慢袁实力不足袁无法有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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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农户与企业曰农产品信息渠道缺失袁农民生产经营存在

我县地域特点的特色产业袁重点发展经济作物袁如小杂粮尧

盲目性袁存在野卖难冶现象 [2]遥农业生产并未走出传统的种植

中药材尧马铃薯等袁实现单一经营向多元经营的转变遥在

模式遥

农民增收致富上进一步将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做大

2.3 农业投入仍然不足

做强遥

县尧乡财政困难袁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够曰农业比较效
益偏低且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大袁农民自身投入到农业

3.3 创新机制袁完善服务袁为种植业结构调整搭建纽带桥梁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

生产的资金较少遥

效保障遥肃南县在抓龙头尧建基地的同时袁积极创新服务机

2.4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制袁不断加强和完善服务体系建设袁为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

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尧植物检疫网点和体系建设不

提供条件遥健全政策服务体系方面袁积极向上争取发展特色

够完善袁防治突发性病虫害的能力较差曰检验检测尧农业执

产业扶持政策袁争取更多的农产品加工业项目列入省里的项

法尧技术推广手段落后袁缺少设备袁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农业

目计划 [3]遥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方面袁要积极争取财政支农

生产提供高效服务遥

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袁重点向农特产品加工业倾斜遥

3 对策

采取野以奖代补冶的措施对农业结构调整好的乡镇和农业产

3.1 立足实际袁找准方向袁为种植业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
肃南县是一个以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民族县袁全县除

明花乡外袁其余的 6 个农牧村乡镇均在山区袁发展传统粮食

业化龙头企业予以扶持遥
3.4 加强科技培训袁提升农牧民综合素质袁为种植业的发展
奠定基础

产业优势不明显袁但具有典型的高原气候特点袁发展特色经

充分利用野阳光工程冶野科技下乡冶等农业科技阵地袁对

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遥全县要上下围绕野现代农牧业的发

农民发展特色农业进行技术培训袁做到科技人员到户尧良种

展冶这个核心袁立足优势袁使种植业由零星种养尧分散经营向

良法到田尧技术要领到人袁组织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到村

一乡一品尧区域一业的模式转变遥要打破乡镇界限袁按照气

屯农户袁全力开展科技服务袁帮助农民解决种植特色经济作

候相近尧土壤结构相同尧资源依附相似的特点袁实施村村联

物所遇到的技术问题[4]遥

合尧乡镇联动袁突出发展特色农业袁提升特色农产品的竞争
力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袁按照野扶优尧促强尧壮大冶
的原则袁坚持走专业化尧规模化尧标准化的路子袁实现农民增
收尧农业增效遥
3.2 围绕特色袁抓住重点袁为种植业结构调整明确主攻方向
肃南县耕地资源大袁依靠耕地发展粮食农作物很难使
农民增收致富遥为此袁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袁注重发展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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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袁建立台账袁坚决杜绝不严不实尧弄虚作假尧漏报瞒报曰二

是对确属野大棚房冶问题的图斑和项目袁一律登记造册尧建立

是对纳入野大棚房冶问题的图斑和项目袁一律按照整治整改

台账袁坚决杜绝不严不实尧弄虚作假尧漏报瞒报袁做到野谁填

标准袁扎实整治整改到位袁坚决杜绝虚假整改尧不实整改曰

报尧谁负责尧谁签字尧谁负责冶曰二是对既未纳入野大棚房冶问

三是对未纳入野大棚房冶问题但是又存在违法事实的图斑

题尧又未存在违法问题的图斑和项目袁一律按设施农用地用

和项目袁一律按照一般违法用地依法查处整改到位袁坚决

途严格监管袁做到源头严防尧过程严管尧后果严惩遥

杜绝有案不查尧查办不力袁做到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曰四是对

经核实发 现大 棚 房 1 处 袁 即 固墙 镇 嘉 和 庄 园 袁 占 地

0.53 hm 袁违规面积 0.33 hm 袁整改措施是将部分拆除整改
2

2

合规遥

既未纳入野大棚房冶问题袁又未存在违法问题的图斑和项
目袁一律按设施农用地用途严格监管袁做到源头严防尧过程
严管尧后果严惩[4]遥

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时间紧尧任务重尧标准

2 存在的问题
商水县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中存在以下

3 个方面问题院一是个别乡镇领导不重视袁政治站位低袁抱有

高尧要求严袁需要相关人员坚决摒弃私心杂念尧抛开饶幸心
理袁振奋精神尧扎实工作尧敢于担当尧攻坚克难袁坚决打赢打

侥幸心理曰二是排查不彻底尧不全面袁个别乡镇主管副职对

好野大棚房冶问题攻坚战 [5]袁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尧国务院和

本乡镇图斑情况吃得不透袁上报迟缓曰三是对上级文件学习

省委尧省政府尧市委尧市政府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研究不透袁对野大棚房冶问题标准把握不严 遥
[2]

3 下一步工作

对于市农业农村局转发的野大棚房冶问题清单和设施农
用地疑似非农建设图斑清单照单全收袁继续组织人员认真
核查袁逐一图斑尧逐一项目尧逐一现场对照野大棚房冶问题排
查清理范围和认定标准袁科学判定袁精准识别 [3]遥一是对确
属野大棚房冶问题的一律纳入此次排查清理范围袁登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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