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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稻田休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彭术光
渊湖南省湘潭县农业局袁湖南湘潭 411228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湘中丘陵区湘潭县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的意义尧审批程序尧技术措施袁针对休耕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袁以期为当地土地治理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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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属湘中丘陵区袁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袁位于

作带来被动局面遥2016 年休耕补贴政策中休耕农户收入补

113毅03忆45义尧北纬 27毅20忆00义~27毅50忆44义遥湘潭县既是产粮大

2 400 元/hm2袁耕地维护补贴标准 450 元/hm2遥2017 年休耕补

湖南省中部偏东尧湘江下游西岸袁地处东经 112毅25忆30义~

县袁也是养猪大县袁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10.65 万 hm2袁粮食
总产量75.0 万 t遥2016 年下半年袁湖南省在长尧株尧潭三市相
关县市区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休耕试点袁湘潭县被确定为

试点县之一曰湘潭县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休耕袁以每年
666.67 hm 递增袁2018 年达到 2 013.33 hm 曰休耕区域主要分
2

2

布于河口尧易俗河尧谭家山尧云湖桥尧杨嘉桥尧花石尧排头尧射
埠尧白石尧茶恩寺尧中路铺 11 个乡镇 26 个村遥
1 休耕的目的意义

贴标准 6 300 元/hm2渊晚稻 1 季冤袁旋耕和种植绿肥补贴标准
贴政策是休耕农户收入补贴标准 10 500 元/hm2渊早尧晚稻

2 季冤袁深翻耕和种植绿肥补助标准 2 400 元/hm2袁耕地维护
补贴由县级安排配套资金解决遥2018 年休耕补贴政策是休

耕农户收入补贴标准 7 500 元/hm2渊早尧晚稻 2 季冤袁旋耕尧种
植绿肥和翻耕补贴标准 3 000 元/hm2袁耕地维护补贴由县级
安排配套资金解决遥

4.3 蓄水尧灌排功能部分丧失
经多年休耕后袁一是稻田丧失部分蓄水功能遥稻田基本

休耕是指先让耕地休养生息袁待地力恢复后继续耕种袁

成为旱土袁其田埂土质枯松漏水尧杂草多而丛生较深袁高潲

休耕期间只耕不种尧只种植绿肥等作物袁改善土地肥力遥实

田田埂经不起复水随时垮掉[2]曰年年翻耕旋耕种绿肥袁农机

施休耕制度不仅有利于恢复耕地地力尧保护生态环境袁而且

具作业时在田埂处留下的机械下田斜坡道尧田埂排水口较

能解决农产品季节性过剩问题曰休耕是实现野藏粮于地袁藏

多曰由于杂草深导致农机手看不清田埂袁将田埂犁旋掉而使

粮于技冶的需要袁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

多丘田成了一丘田遥二是渠道灌排功能部分丧失遥休耕期间

要遥湘潭县在部分耕地质量下降较快尧重金属污染中轻度区

渠道堵塞尧损坏多而严重袁一方面土渠多年未用袁渠内杂草

域实施休耕制度袁按照野政府主导尧农民自愿尧市场运作尧适

多袁堵塞多而严重曰另一方面已硬化的渠道袁大型拖拉机在

当补贴冶的基本思路袁积极探索与完善有效的政策措施和管

作业时损毁或挤压垮掉的现象普遍存在遥

理机制遥

5

2 休耕审批程序

5.1

对策
完善休耕技术措施

休耕地审批程序采取农户自愿申请尧村民小组汇总尧村

重金属污染区连续多年休耕袁技术措施实施程序宜采

级统一申报尧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尧县级农业部门进行复核尧

取秋季渊9 月中下旬冤旋耕开沟尧国庆节前后种植绿肥尧春季

试点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的程序确定休耕耕地遥

渊4 月上旬冤翻耕翻压绿肥和施用石灰尧夏季渊4 月下旬至

3 主要技术措施

连续 3 年实施休耕袁休耕期间不改变耕地性质袁在检验

达标前袁严禁种植食用农产品曰在建立阻控污染源的同时袁

7 月冤淹水管理等农艺措施袁实行野休耕+水养冶相结合制度袁
从而控制杂草生长尧大大减轻农田生态系统破坏程度遥
5.2

确保补贴政策连续

采取深翻耕尧旋耕尧种植绿肥等农艺措施曰设立休耕监测点

休耕的实施需要以不影响农民收入作为基本前提袁这

进行耕地质量监测曰开展休耕技术模式试验示范袁种植生物

样农民才会配合休耕工作袁保证政策的落地实施遥要保障农

量高尧吸收积累作用强的植物袁并进行植物移除无害化处理遥

民种植收益不降低袁使农民愿意让耕地休耕遥湘潭县是全国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技术措施存在缺陷
技术措施存在缺陷袁达不到休耕预期效果遥一是未酌情

施用石灰袁调节土壤 pH 值袁防止土壤酸化[1]曰二是绿肥未翻

产粮大县袁水稻种植技术水平较高曰近年来袁该县农户种植
水稻收益在 9 750 元/hm2 以上袁而从 2018 年实际发放的试
点补贴来看袁农户收入补贴为 7 500 元/hm2袁低于全县市场

标准尧实际收益袁给实施休耕的农民带来了收入损失遥而补

压袁未及时灌水进行淹水管理袁绿肥效益未发挥曰三是未淹

贴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地方财政负担的增加袁这会在一定程度

水管理袁控制杂草生长渊主要杂草有钻叶紫菀尧黄花蒿尧千金

上影响其推动休耕工作的积极性遥这一两难困境成为当前

子尧牛筋草尧狗尾巴草尧马鞭草等冤遥

推进工作尧扩大休耕规模面临的重要阻碍[3]遥

4.2 补贴政策不连续
目前袁湘潭县休耕补贴政策没有连续性袁给休耕管理工
收稿日期 2019-03-21

5.3

解决到期复耕问题
加大投入复耕经费遥一是每年耕地维护费留存在复耕时

使用曰二是上级加大投入复耕经费用于休耕田田埂维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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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除草尧土渠清理修补尧硬化渠维修及疏通曰三是休耕期

休养耕地虽然能培肥土壤尧改善土壤结构尧提高耕地质量

间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管理袁配套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遥

等级水平袁但是目前采用的休耕技术措施无法减轻重金属

采取适合的复耕模式遥复耕工作以村委会为主体尧农户
为辅的实施模式袁田埂维护整修和除草由农户实施袁土渠清
理修补尧硬化渠维修及疏通工作由村委会组织实施遥
总之袁湘中丘陵区休耕普遍采取旱休尧田间管理粗放等
措施袁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矿化分解和土壤酸化袁导致土壤微
生物及农田杂草种群改变曰休耕地只耕不种袁沟渠长期不利
用尧不灌水袁农田长期不淹水袁会导致沟渠尧田埂毁损严重袁
农田生态系统破坏严重袁水田的稻作功能和湿地功能退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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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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