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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立新
渊安徽省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袁安徽寿县 232200冤

摘要 寿县从 2014 年开始连续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项目袁先后培养一批爱农业尧懂技术尧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袁为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提供了人才支撑遥本文分析了寿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问题袁并提出了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对策袁以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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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及职业农民经营现状

自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以来袁寿县从最初试点探索袁到示范引领带动尧推进制
度建设袁再到分层分类培育袁经过 5 年不断实践袁新型职业

218 hm2袁实现户均年增收 10 000 元遥现如今已成为当地赫

赫有名的甲鱼养殖大户袁曾获得全国百杰新型职业农民尧安
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尧安徽省劳动模范尧安徽省龟鳖产业协会
副会长等荣誉袁带动了寿县乃至安徽省甲鱼产业的快速发

农民队伍初步形成袁可以达到全县每个村全覆盖的要求 [1]遥

展遥2013 年袁寿县窑口镇贾庙村的陈志保筹资 60 余万元袁流

业农民培育工程项目袁总共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2 410 人袁其

寿县宝林专业合作社袁合作社与农户合作袁实行科学化的立

初步统计袁从 2014 年开始袁寿县已经连续 5 年实施新型职

转土地 10.67 hm2袁种植瓜蒌尧藿香尧半枝莲等遥2014 年成立

中 2014 年 300 人袁2015 年 270 人袁2016 年 780 人袁2017 年

体配套袁实施标准化尧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袁供应优良药材

770 人袁2018 年 290 人袁成功举办了粮食生产尧蔬菜生产尧果

种苗袁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尧药材信息尧技术咨询尧药材回收等

树种植尧畜禽养殖尧水产养殖尧稻渔综合种养尧农产品电子商

多项服务袁形成生产尧加工尧销售一体化经营格局遥覆盖周边

务尧农产品加工尧村级动物防疫员尧农机合作社带头人等专

县尧镇渊颍上县尧毛集区尧堰口镇尧安丰镇尧三觉镇尧安丰塘镇尧

业共计 50 个培训班遥利用上级财政补助资金 564.44 万元袁

涧沟镇等冤袁带动了地方经济袁踏实走出一条农户加市场的

2017 年138.44 万元袁2018 年 87 万元遥县财政每年安排 3 万

康发展遥20 世纪 90 年代初袁随着家庭农场的建立袁寿西湖农

龄在 45 周岁以上袁初中学历约占 85%袁高中学历占 10%袁其他

懂技术袁管理技术落实不到位袁导致粮食产量低遥2007 年袁他

其中 2014 年 90 万元袁2015 年 81 万元袁2016 年 169 万元袁

农业化成功之路袁大力推动本地区中药材生产持续稳定健

元工作经费袁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遥该群体大多数年

场保义分场党支部书记宫继兵承包了 8.7 hm2 土地袁由于不

占 5%遥经营范围主要分布在粮油种植尧蔬菜瓜果种植尧水产

自筹资金购买了一台手扶式插秧机袁按照使用说明书自学遥

务尧农产品电子商务尧村级动物防疫员等专业服务型行业遥

继兵又组织了 3 名职工购买了 3 台自走式高速插秧机袁建

养殖尧畜牧养殖等农业生产经营行业袁也有从事农机维修服
2 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案例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发展壮大袁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不断

注入新鲜血液袁成为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力量遥寿
县安丰镇朱慧杰 1993 年投资兴建寿县彩印厂袁由于业绩突

出袁被评为县企业先进工作者遥2012 年在寿县安丰镇梧桐村

首先在自家种植的 13.3 hm2 水稻全部机插秧遥到 2012 年袁宫
立了育秧工厂袁机械插秧服务面积达到了86.7 hm2遥2015 年袁

在县农委的扶持帮助下袁利用财政补贴资金 30 万元加上自
筹 30 万元袁建了一个省级育秧工厂袁当年服务职工及周边
群众机插秧面积达到近 133.3 hm2遥二十几年来的农技推广

工作袁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袁每年对周围农民进行农作物

承包了 140 hm2 耕地袁修路修渠袁建立了寿县大地农场袁并于

栽培实用技术培训袁并亲临技术指导袁先后培训指导了多名

133.3 hm2袁种植水稻尧小麦 124.2 hm2袁建立了 3.3 hm2 国家农

产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新品种展示和 18 个小麦良种补贴品种鉴定项目曰一批扎根

3.1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面临的困难

结构袁领办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

升遥一是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专项扶持政策较少袁政策的不

2013 年建立省级育插秧机械化工厂袁为当地群众机插秧

技术骨干袁将新技术宣传到各户袁为农业规模化尧集约化生

业产业技术体系大麦试验示范基地袁承担了寿县 22 个小麦

3 存在的问题

农村经验丰富的老农人转观念长技能袁主动调整农业生产

致富的基础力量遥寿县堰口镇寿丰村的曹本伟袁从事甲鱼养

从政策扶持效果看袁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袁有效性急需提
稳定会影响农民务农创业的积极性遥例如在调研过程中袁一

殖 20 多年袁其主打产品野寿丰牌冶中华鳖尧草龟已通过无公

些农民反应贷款困难遥二是激发职业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

商标袁年产商品鳖逾 5 万 kg袁年繁育甲鱼苗渊蛋冤400 多万只

从规避市场风险看袁一是农户的市场信息闭塞袁大部分

害食品产品尧产地双认证袁注册商标野寿丰冶牌是安徽省著名

渊枚冤袁产品远销周边县市区以及浙江尧江西尧湖北尧河南等
省袁年产值 1 000 多万元袁带动当地 121 个养殖户养殖甲鱼

作者简介 李立新渊1969-冤袁男袁安徽寿县人袁高级农艺师袁从事农业技
术推广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3-19

政策环境仍有待优化遥
农户不积极寻找市场袁仅被动地等待收购人员上门袁以致产
品销售困难遥例如板桥镇的花卉苗木种植户普遍反映找不到
买家遥二是农产品价格低袁经济效益差遥虽然当前种粮机械
化水平高袁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袁但随之而来的是种粮成本的
提高袁如果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不力袁低粮价更会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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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丧失信心遥而对一些畜禽养殖户来说袁市场波动

种植业尧畜牧业尧渔业转型升级袁农村一尧二尧三产业融合等

风险就更明显遥

领域袁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带头人和骨干曰二是要精

从自然灾害影响看袁寿县是一个粮食产量大县尧畜牧业

准袁做好培训前的需求调查袁了解农民真实需求袁在全面掌

大县遥区域内新型职业农民从事的工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种

握农民需求基础上袁有针对地设置培训班尧安排课程和实习
实训内容等[3]袁防止野被培训冶和野一刀切冶遥

植业和养殖业遥而这 2 种行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袁遇到灾
害频发的年份袁农户的收益就会降低遥例如 2018 年小麦本

来长势良好袁但之前的连阴雨严重影响了小麦的灌浆与成

4.2 定向扶持尧延伸服务袁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能力

一是强化政策扶持袁优化职业农民发展环境曰二是提供

熟袁导致小麦减产遥再例如 2017 年底持续暴风雪造成很多

培训平台袁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产销对接尧跨区域交流合

养殖场棚坍塌袁压死畜禽袁甚至有人员受伤袁蔬菜大棚受损

作等活动袁引导成立协会袁支持新型职业农民抱团发展曰三

造成菜农损失惨重遥

是增强职业农民典型带动能力袁提供增值服务袁创造条件支

从基础设施建设看袁还有待完善遥以涧沟镇一家小龙虾
养殖户为例袁由于缺乏资金袁没有对基地水尧电尧路等设施进

持提高学历尧扩大规模尧发展产业袁引领和带动更多人加入
职业农民队伍[4]遥

行改造升级袁导致遇雨泥泞不堪遥这距离实现基地连成片尧

4.3 巩固基础尧改善条件袁大幅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保

产业聚成堆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遥

障能力

3.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深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遥重点实施新

从调研情况看袁寿县新型职业农民年龄大尧文化水平低遥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尧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计

因此袁培育农民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遥但此项工作仍存在很

划遥二是加强培训资源建设遥完善师资选聘管理制度袁加大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遥从教育培训供给端看袁一是培训的组织

师资培训力度袁推介一批名师袁建设一些培育示范基地遥三

者单一化袁都由县农委组织曰二是培训内容有野大水漫灌冶现

是完善野一主多元冶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袁统筹利

象袁其针对性有待提高袁提供的教育培训产品与农民的现实

用涉农院校尧农技推广机构等公益性培训资源遥深化产教融
合尧校企合作袁拓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渠道袁大幅提升职业

需求不匹配袁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曰三是缺乏高水平的师资
队伍及精品教材课件曰四是农民不适应新的发展理念袁思想
守旧袁接受新事物的意识不强袁从而对参加培训缺乏积极主
动性遥
4 对策

4.1 分类设计尧精准施策袁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针对性
一是要分类袁根据各类职业农民的不同特点袁以产业为
核心确定培育方案袁瞄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适度规模生产袁

农民的技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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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尧重编理论教学与实训大纲尧制作课件尧改进教学方

一遥通过课题组人员尧生产技术人员尧行业专家及学生反馈

法和手段等袁完善了教学体系袁同时完善实验室尧校内动物

调查袁实行多元化评价袁考察学生的真正专业技术水平遥为

饲养基地设施袁进行情境化实训技能操作袁开展以生产过程

此袁改革后重新构建了考核评价体系袁校内理论考试占总成

为导向跟岗实习袁强化实践性教学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尧解

岗实习评价成绩占 30%遥期末理论考试内容与职业资格和

意见进一步细化袁在 2017 级学生教学中反映良好袁满意率

绩的 50%袁平时成绩占 10%袁校内实训占 10%袁生产企业跟
技术等级鉴定结合袁平时成绩以考勤尧课堂答题尧平时作业
及实训报告成绩为根据袁跟岗实习期间成绩由生产单位带

决问题及动手的能力 [4]遥对 2016 级学生的教学实施及反馈
达 92.6%遥在家禽生产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中袁
课题人员将继续深入实际袁利用现代野互联网+冶技术袁不断

徒人员评分尧学生自评袁最后经过学院实习指导老师做出最

完善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袁创新教学模式袁有效调动

终评分遥通过理论与实践袁企业尧学校尧学生相结合的考核方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由野要我学冶转变为野我要学冶袁由野课堂

式袁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袁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

学冶走向野课外学冶[5-6]遥

问题的能力遥同时袁任课教师也可根据所有学生的成绩分布
情况袁对教学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改进袁提高自身教学质量遥
3 结语
教育改革首先要更新观念袁即教育思想的转变袁只有具
备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人才[3]遥本课程改革始终贯彻野以
专业素质教育为核心袁以实践教学为主体袁以专业技能能力
培养为重点冶的职业教育理念 [4]袁按照高职技能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及企业对家禽生产技术应用的需要袁对家禽生产技术
课程进行理论与实践改革袁通过调整专业教学计划尧重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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