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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南县土地规模经营现状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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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阜南县土地规模经营现状袁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袁 提出了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持续健康发展的建
议袁以期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利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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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规模经营基本情况

1.4 新增流转土地推动了农业结构供给制改革

截至 2019 年底袁阜南县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

5.99万 hm 袁土地流转率达 58.27%遥全县 3.33 hm 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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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面积 2.57 万 hm 袁 占流转总面积的 42.98%遥
2

2019 年阜南县新增的流转土地袁基本上都是从事

高投入尧高产出尧高效益的设施蔬菜尧水生蔬菜尧水果
和稻虾综合种养等袁而小麦尧玉米尧水稻种植更多的是

全县土地流转形成了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尧 特色产业拉

以代种尧代管或全程托管的方式组织规模化生产遥 其

动尧社会化服务推动尧村基层组织领办尧工商资本进驻

中袁新增芡实尧荸荠尧莲藕尧茭白尧红菱等水生蔬菜面积

等多方参与尧多模式运行的格局遥
1.1 流转规模由零星分散向集中连片转变

达 1 733.33 hm2袁占水生蔬菜总面积的 37%曰新增稻虾
渊鱼冤综合种养面积 1 200 hm2袁占稻虾渊鱼冤综合种养总

全县流转土地面积 3.33 hm2 以下的袁占流转总面积

面积的 33%遥 目前袁溕洼尧洪洼地区水生蔬菜尧稻虾

的占 14.30%曰33.33~66.67 hm2 的占 3.98%曰66.67 hm2

以充分发挥水资源优势袁变野水害冶为野水利冶袁使灾害

的 57.02%曰3.33~6.67 hm2 的占 20.8%曰6.67~33.33 hm2

以上的占 3.9%遥

1.2 流转主体由个体农民向多元经营主体转变
截至 2019 年底袁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 934 个袁

较上年底新增 128 家袁增长幅度达 6.6%曰家庭农场
2 379 家袁较上年新增 417 家袁增长幅度达 17.5%遥全县

涉农公司尧种植大户尧农民合作社尧家庭农场流转土地
面积越来越多袁占全县流转面积的 70%以上遥
1.3 流转主体法人年轻化趋势明显

近 2 年袁95%的土地流转流入方法人或负责人的

渊鱼冤综合种养成为阜南迅速崛起的特色农业之一袁可

频繁的洼地成为高产高效的增收高地遥
1.5 土地出租金趋于合理
经过几年的市场洗礼袁土地流转的流出方和流入
方袁对土地出租金的诉求和期望都更理性袁一般根据地
理位置尧基础条件等差异袁平均出租金每年在 7 500~

10 500 元/hm2遥

1.6 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土地的规模化流转和水生蔬菜尧稻虾渊鱼冤综合种
养规模化发展袁铸就了一道道亮丽的乡村美景袁野风吹

年龄均在 55 岁以下袁 他们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

芡荷千层浪袁虾肥鱼美稻花香冶的田园风光应接不暇袁

平尧有一定经济实力尧有较高的科技知识水平尧有清晰

苗集尧地城尧洪河桥镇等梨花节尧荷花节尧龙虾节成为

的经营思路尧有较好的现代农业经营管理能力袁都是

每年固定节目袁吸引着周边人们前往休闲娱乐袁有力

科技能人尧种植强人尧实力商人袁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地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遥

注入了强劲活力 遥 对流转后的土地种植什么养殖什
[1]

么尧怎么种怎么养尧产品如何定位和销往哪里都有详
细而成熟的方案袁避免了盲目规模发展袁保证了土地

规模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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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2 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模式
2.1 家庭农场模式
该模式以家庭现有劳动力为主袁季节性尧临时性
少量雇工经营遥 农场拥有必需的农业机械设备袁有固
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袁有比较完善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袁
有较为稳定的销售渠道袁种植规模在 6.67 hm2 左右遥 家
庭农场模式具有稳定性和适度规模袁有利于激发农户

谢燕飞院阜南县土地规模经营现状与建议
的科技需求和应用曰有利于农业集约化尧专业化和组

品质差尧销售不畅袁规模经营主体出现严重亏损袁有的

织化的实现曰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曰有利

甚至难以为继袁甚至出现个别土地流入方因经营困难

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曰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等遥

违约弃地野跑路冶的现象袁给土地流转持续健康发展带

2.2 入股经营模式

来负面影响遥

该模式围绕产业扶贫尧产业带贫袁在坚持承包户

3.4 管理难度较大

自愿的基础上袁农民专业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种植大户

由于农业处于转型阶段袁大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尚

和农户联合袁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袁将技术尧资金尧土地

不完全具备现代农业理念尧先进技术应用和经营管理

等入股袁合作经营袁入股方凭借拥有的股份分红袁实现

水平等袁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尧社会化服务组

了产权清晰尧利益直接遥 农民既是经营的参与者袁也是

织不够健全袁使得一些承租户难以进行科学化尧精细

利益的所有者袁各方合作更加紧密遥入股经营模式是当

化尧标准化经营管理遥 尤其是土地流转规模较大袁种植

前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新突破遥

瓜果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流转大户袁管理难度更大遥

2.3 联户经营模式

3.5 保险发展滞后

联户经营就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发

国家虽然对粮食作物尧部分经济作物和畜禽开展

展而来袁把原来由一家一户经营的土地连成片袁变分

了政策性保险袁但保险面不大尧理赔标准不高尧服务质

散经营为联户规模经营遥 这一模式仍然以家庭承包为

量不优等问题突出袁一旦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袁经营

基础袁不同的是它保证了连片种植袁实现了集约化生

户损失惨重袁严重影响了各类社会资金对农业投入的

产袁为大面积种植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袁形成了

积极性遥

野合作社+基地+农户冶野产要供要销冶一条龙的生产经

营模式遥

2.4 土地托管模式

4 促进土地流转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4.1 强化政策支持
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点遥 各级政府

在小麦尧水稻尧玉米等生产中袁农机专业合作社尧

要进一步强化对土地流转的支持袁 出台相关政策袁在

农机大户和种植大户利用自身的装备和技术优势袁在

农业项目建设上给予倾斜袁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尧

农户自愿的原则下袁对农户分散的土地进行集约化尧规

引导农村专业大户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尧农民专业

模化托管袁逐步实现了由农户自耕尧自种尧自收的传统

合作社尧外出务工经商回乡创业人员等参与流转土地袁

作业旧模式向农机代耕尧代种尧代收的现代机械作业

培育更具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遥

新模式的转变袁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袁关键

4.2 加强基础建设

生产技术得到了推广应用遥

整合涉农项目资金袁着力改善土地规模经营户小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袁对流转面积较大尧流转期限较

3.1 传统观念制约

长的经营主体袁优先安排农田基本建设尧土地整理尧高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遥 土地是命根子的

标准农田尧特色农产品基地等建设项目和农机补贴项

观念对于农村年纪较大的农民来说根深蒂固袁遇到灾

目袁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袁建设旱涝保收高效田袁提

年就挨饿的经历使他们更倾向于拥有自己的耕地袁满

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袁实现野藏粮于地尧藏粮于技冶遥

足于自给自足袁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的踏实感袁对流

4.3 健全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县尧乡镇尧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袁完

转土地存在抵触情绪遥
3.2 部分农户阻挡

善土地流转登记尧审批尧备案尧合同鉴证等规范化管

部分拥有大型农机具的农户袁除耕种自己的承包

理袁做好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解尧仲裁袁保障流转主体

地外袁还耕种长期在外务工亲戚邻居的土地袁没有土

的正当权益遥 开展土地流转信息服务袁公开发布土地

地租金袁获取的收益较高遥 一旦有外来人员承租土地

流转供求信息遥 积极组织流转主体开展技术培训尧观

时袁无论给予任何条件都不会同意转包自己和亲戚的
土地袁导致该村庄或该片区土地无法大规模流转袁成

为制约土地规模流转的障碍 遥
[2]

3.3 市场及自然风险加大

摩学习袁不断提升现代农业经营管理能力[3]遥
4.4 强化保险制度

支持保险公司针对性地开发农业保险险种袁扩大
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并建立保险竞争机制遥 对承

近几年袁农产品市场低迷袁价格波动较大袁尤其粮

保面积大尧范围广袁能够充分补偿农户因灾遭受损失

食生产连续遭受阴雨尧病虫等重大自然灾害袁产量低尧

的保险企业给予优先承保袁最大限度地为流转主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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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灾后恢复生产保障[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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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均在线上完成袁过多的线上教学还是会让学生

投影三要素等易懂零碎知识点袁答对有奖答错继续准

有困惑遥 例如袁没有机会现场看教师实操袁授课过程中

备下一道题袁这样既能变相点名袁又能提高学习效率遥

虽然借助于有动画效果的课件讲解绘图步骤袁但无法

抢答环节院每讲完一个大的知识点袁教师随机提
问相关简单易答的问题袁学生开麦举手抢答袁答对可

当场作图而使教学显得有些单薄遥 因此袁线上线下教
学课时分配有待今后调整遥

送表情包发红包鼓励袁答错继续加油遥 通过网络用语尧

该课程的授课方式以线上教学及线下教学双重

文字尧表情包等拉近师生距离袁这样既能作为平时成

结合的方式才是最佳授课方案袁理论授课主要采用线

绩考核的内容袁也能增加学习过程中的趣味性袁还能

上教学模式袁在线结合动画展示尧模型推理等袁全方位

即刻回顾刚刚学习到的内容遥

解说投影的知识遥 线下主要为课后习题讲解袁绘图画

小组合作院实验课上袁针对较难的作业鼓励学生
小组作答遥 例如袁组合体三视图绘制袁3 个学生成为

法及注意事项说明等遥 具体搭建的流程图见图 2遥

1个小组袁每个学生绘制 1 个视图袁拼合起来袁课上共

教学内
容及大
纲修订

同讲解作图的思路和步骤袁其他学生听讲袁在此过程
中袁学生可以点评小组讲题过程中失误部分遥 这样既

能使学生有更多的参与感袁形成角色互换的情景效果袁
充分发挥更多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培养学生的团结协

教学
改革
实践

教学方
法革新

作精神袁又能提高平时分遥
考核方
法调整

平时分占比提升至 45%袁包括点名考勤尧课前预

习尧课堂互动尧课后回看以及课后作业遥 通过网络平台
上课时长和回看录播的情况曰课上的提问尧抢答尧小组
合作等互动都可以当作平时成绩考核内容遥 基本技能
的掌握主要靠个人平时课堂学习尧课后训练袁提高平
时成绩占比袁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尧积极性袁使其在
课上认真听讲尧课下注重练习袁双管齐下袁打好基础袁
避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遥

4 园林工程制图课程改革成效及发展
首次袁以野线上课+慕课冶的形式教学袁重新整理教
学课件袁优化教学方式袁并加大平时成绩考核力度袁显
著提高了本课程的教学效果遥 学生反馈这种教学方式
新颖尧有趣袁且注意力更加集中袁这说明学生上课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都提高了遥 其次袁学生线下在微信和学
习平台上互动讨论袁在线上抢答尧讲解袁学生之间不再
只是室友间互相沟通袁而是整个年级调动起来集体讨
论袁这样师生之间互动紧密袁学习气氛浓厚袁学生的画

图作业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提升[5-6]遥

由于此次教学改革刚好碰上疫情袁全部理论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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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投 影理论 知识
合并综 合讲授
运用野腾讯课堂冶进
行线上直播授谭

课件加入 动态展示袁
如 su 模型 展示尧绘图
步骤动画 播放

设置讨论环节

对当时课 程内容进行
提问

设置游戏环节

3.3 合理调整成绩占比

后台记录袁可以详细了解学生课前预习的情况尧在线

制图规 范尧园林工
程图绘图结合投影
理论知识讲授

平时成绩 45%
考试成绩 65%

随机对当 时课程内容
提问后进 行个人回答 尧
快速抢答
签到考勤
课堂提问
课堂游戏
平时作业

图 2 教学搭建流程

5 结语
在互联网与教学方法快速融合发展的形势下袁采
用线上教学模式是新时代教学模式的一大进步遥 通过
线上教学模式袁再辅以线下教学袁可加强学生学习动
力袁增强实践能力袁增加课程授课魅力袁提高园林工程
制图的教学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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