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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关
系人民生活幸福。近年来，扬州市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蓝图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始终将绿色作为城市底色、
鲜明特色和发展主色，不断放大国家生态
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园林城市等品牌
优势，建设美丽扬州，不断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水平稳步提升，
奋力把扬州这个“好地方”建设好发展好。

在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找准扬州定
位。扬州是长江、运河、淮河的交汇点，
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在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大局中具有独特位置。近年
来，扬州坚决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要求，扎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落地见效，开展长江岸线资源整合和

治理保护，优化沿岸产业布局，打造京杭
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务实推进生
态走廊建设，有力保证了“一江清水向
北送”。“十三五”以来，扬州将 82.4%的
沿江岸线划为保护区和控制利用区，清
理整治长江沿线违法违规项目 117 个，
排查整治入河排口 887 个，造林 8100
亩、修复湿地 5800 亩，并严格实行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长江扬州段总体水
质由“十二五”时期的Ⅲ类改善为Ⅱ类。
规划建设的江淮生态大走廊被纳入国家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淮河
生态经济带规划》，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扬
州段输水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扬州将
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深
入推进长江干流、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岸
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和生态修复，加快

建设长江保护修复示范项目、江淮生态
大走廊“八大工程”，积极推进“绿岛”和
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努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转型动
能。近年来，扬州重点在推动产业结构

“调高、调轻、调优、调强、调绿”上狠下功
夫 。 举 全 市 之 力 发 展 科 创 产 业 和

“323+1”先进制造业，全国小微企业“双
创”基地城市示范、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考
核均以同批次得分第一成绩通过验收，
创成世界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同
时，强力推进污染企业关停并转，先后清
理整治“散乱污”企业1031家，关闭退出
化工企业 374 家，扬州化工园区产业规
划面积由 22.57 平方公里压减至 9.6 平
方公里；大力推动节能降耗，2019 年非
电行业用煤总量比 2016 年减少 95 万
吨。锚定新兴科创名城建设不动摇，扬
州严格生态环境准入，持续推动优势产
业做大做强、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传统产

业迭代升级，在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道
路上提挡加速。

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中提升城市颜
值。持续推进美丽宜居城市和美丽田园
乡村建设，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统筹抓好“控煤、治企、管车、抑
尘、禁燃”五气同治。今年1-10月，全市
PM2.5 均 值 为 33.2g/m3、同 比 下 降
21.3%，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1%、同比上
升12.2个百分点；省考以上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为84.4%、同比提高12.5个百分点。
组织实施“绿杨城郭新扬州”行动计划，

“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十大生态中心，
建成区年均新增城市绿地约145万平方
米 ，2019 年 底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4.06%。扬州将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污染防治”升级
版，把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重中之重，加
快实现国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百分
百”，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着力打
好雨污分流、黑臭水体治理、垃圾分类处

置、老旧小区改造、市容环境提升、大气环
境治理“六场硬仗”，广泛开展节约型机
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
动，全力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两山”理念实践创新基地。
在强化制度建设中提高保障水平。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近
年来，扬州以落实中央、省环保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为契机，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进
一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水平。
先后出台《扬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
任规定》《扬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量化问责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制度措施，
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环保责
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网格化环境监管
体系，成立市公安局驻市生态环境局警
务室，始终保持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的高压态势；累计投入 5300 万元打造

“生态环境一张网”，基本实现全市重要
水体、重要断面、重点大气点位监测监控
全覆盖。扬州将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加快推进扬尘
污染防治立法，加快建设市生态环境监
控中心，完善“生态环境一张网”运行质
态，不断提升环境智慧监管水平，为生态
环境保护提供全方位保障，为美丽扬州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绿色支撑。

奋力把扬州这个“好地方”建设好发展好
中共扬州市委书记 夏心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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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江苏·书记市长谈生态文明

太仓85%以上农地流转至村集体，合作农场经营规模达家庭农场10倍——

集体办农场，不是重烩“大锅饭”

合作农场，让贫困村“跃进”富裕村

太仓因春秋吴王设粮仓而得名，史
称“天下粮仓”，宋元以后是重要的粮米
赋税区。然而随着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了，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前些年

“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成为一个很头疼
的问题。顾海东说，虽然村里一些大户
和家庭农场在村里流转了不少地，但总
体上不成规模，种粮的、种菜的、搭大棚
的，导致田地碎片化，有的外来种田户吃
住在田里。村里没留下积累，还背了环
境债，想来想去，还是集体来搞。

2008 年，雅鹿村雅丰农场创建，10
多年下来，村庄今非昔比：3000 多亩农
田高标准整治，田成块、路成网、树成行，
一望无垠。大卡车开到田边，收割机伸
来“象鼻子”卸粮。村里建了烘干房、碾
米厂、保鲜库，大米经过色选、抛光、真空
包装后均匀上市，批发价四五元/500
克。农机库里，久保田、东方红牌的拖拉
机，佐竹牌的碾米机，井关牌的插秧机、
植保机，内置芯片、北斗定位的大农农机
等，啥都有。仓库屋顶安装太阳能一体
化系统，可为冷链库供能。

在这些“高端装配”支持下，雅鹿村
从育秧、施肥、植保到收割、烘干、碾米，
全程机械化，扣除流转金、管理费，种粮
每年纯收入三四百万元。村里用这笔钱
投资“标厂经济”，村级收入从过去不足
10 万元，上升到去年的 1300 多万元，今
年有望达到1500万元，村子从过去的苏
州市级贫困村，一跃而为“富裕村”。

太仓元明时期漕粮的主要航道盐铁

塘，临近产粮大镇双凤镇庆丰村。“我们
在霜降后开镰收早稻武香粳，接着收南
粳 3908，待晚熟的南粳 46 收完，还得有
几天。”庆丰村村支书马健说，他们“不着
急”收稻子，一是“养老稻”，水稻成熟度
高、糯性高、口感好；二是有充足的农机
和库房保障，村里家庭农场和散户全部
流转到集体后，统一建成 2 万平方米育
秧大棚、1000 平方米仓库、1500 平方米
机库房，配套 12 台烘干设备，7000 亩水
稻平时用工仅20人。

规模经营，集中力量“办大事”

雅鹿村和庆丰村万亩稻田的稻草，
收割机切碎撒下，聚拢机收拢、打包机打
包后，装运到城厢镇东林村加工成饲料
喂养湖羊。太仓全市 40%的秸秆都送
到东林村，作为饲料厂的原料。

“如果说雅鹿、庆丰是 1.0 版的集体
农场，东林村是 2.0 版的——不仅发展
了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还‘接二
连三’办起了农产品加工和观光农业。”
太仓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冯瑞兴说，东
林农民“土地换保障”住进了安置房，留
下了 2100 亩耕地，村里高标准整治后，
还围绕农业办起了饲料厂、屠宰场、食品
加工厂、有机肥厂等近十个经营公司。

记者秋收前来到东林村看到，金黄
的水稻田、稻田间的彩虹公路和河流织
成一幅绚丽画卷。作为“全国生态村”

“森林乡村”和循环农业试点村，东林每
年接待各地参观团队700批次。“稻田不
仅产优质大米，还是乡村旅游的景点和
循环农业的起点。”村支书苏齐芳说，他

们村年产四五万吨饲料、养了4000头湖
羊、生产 3000 吨有机肥，自己用 1000
吨，余下的卖到市场上；屠宰厂年宰杀湖
羊10多万头，本地羊不够，要到外地调，
秸秆—饲料—湖羊—有机肥—还田，在
东林村形成循环产业链。

让雅鹿、庆丰、东林良性运转的，除
了规模经营，还有各级政府对农业的补
助支持。太仓市农业农村局集体资产科
王莉介绍，苏州和太仓给予水稻种植的
生态补偿和奖补，落实到每亩地有 620
元，此外农机具购置还有补贴。由于在
规模上集体农场达到家庭农场10多倍，
可以充裕地调度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统
一配建农业服务用房，对农机手培训上
岗，“集中力量办大事。”顾海东说，他们
的农机装备总价2000多万元，村里只花
了 1/3；苏齐芳说，东林的农机完成本村
服务后，还跨区揽活“挣外快”，这些都是
家庭农场无力投资和难以承担的。

创新机制，避免重烩“大锅饭”

政府补贴、规模种植加上少数人种
地，让种田在太仓成为“有利可图”的产
业。王莉介绍，太仓9个区镇（街道）、92
个村（涉农社区）共组建集体合作农场
84 家，总经营面积近 20 万亩，其中有
16.2 万亩种粮食，占合作农场总面积
80%以上。截至2019年底，合作农场账
面总资产11.2亿元，2019年合作农场总
收入3.3亿元。

“实践证明，合作农场推动了农业转
型升级、农村美丽宜居、农民增收致富。”
冯瑞兴说，太仓合作农场共拥有配套农

机具 1300 多台套、仓储面积 6 万多平方
米，高标准农田面积占比达 92%，95%
合作农场实行了标准化生产，不但有效
遏制粮田非粮化，农民也获益多多：除了
土地流转金外（庆丰村达到 1300 元/
亩），许多村还有大米等口粮的二次分
配，一大批本地农民（50-65 岁）参与生
产经营，获得薪金收入，“一块地上有三
块收入”。

但经营权流转到“集体名下”，会不
会重烩“大锅饭”？“不会！”冯瑞兴说，一
是在制度设计上，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
造后量化到人，资产增值后“人人有份”；
二是在体制机制上，合作农场多数采用

“大承包、小包干”方式，将农场土地划分
为若干块，选择劳动力充裕、有技术专长
的经营户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把合作农
场的“合作优势”和家庭农场的“管理优
势”结合起来，激发经营户的积极性。

“具体说，村集体统一作物品种、肥
药配送、提供服务，经营户包成本、包产
量，据此奖优罚劣。”马健介绍说，他们
把合作农场“切分”为 18 块，包干大户
除了每亩 500 元管理费，还有超产奖
励，管理得好的，每年忙 3 个月，就有 10
多万元收入。

可是“手握”数千万元农业资产和数
千亩农地经营权，合作农场管理层怎样激
励？记者了解到，多数合作农场尚未有有
效的激励措施。除了根据经营业绩获得
各种荣誉，带头人也就十几万元年薪。

对此，省农科院农经所朱方林研究
员认为，在苏南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传
统农民已不依赖土地经营维持家庭收
入，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小农户几乎消
失，新型合作农场促进了农业经营规模
化、集约化、机械化、绿色化、科技化发
展，实现了高质高效，是农业生产关系适
应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飞跃，
代表着我国未来农业生产合作化经营的
方向。但苏南地区有些合作农场隶属于
村委会的合作经济组织，不能参照现代
企业制度管理，从股权设置上对管理层
激励。要挖掘合作社的“市场潜力”为集
体服务，还是要实行“村社分开”，赋予合
作社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聘请职业
经理人，可以赋予生产主体更多的激励，
通过做强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惠及全
体村民。 本报记者 顾巍钟

“小雪”前后连续阴雨，

让苏南晚熟水稻抢收又耽搁

了几天。然而眼瞅着稻田里

还没收的 400 亩南粳 46，太

仓市璜泾镇雅鹿村雅丰农场

负责人顾海东一点也不急，

“我们秋收是根据烘干产能

定进度的，每天 120 亩，水稻

收上来烘干入库、颗粒归仓，

旋耕机、条播机紧跟下地，秋

收、秋耕和秋种‘一口气’完

成。”

让顾海东如此“从容不

迫”的，是雅丰农场“武装到

牙齿”的 30 多台套农机具，

从生产、烘干到加工全程机

械化。在太仓，85%以上的

农户承包地流转至村集体，

像雅丰这样的合作农场共有

84 家，平均每家种地 2380

亩，是我省家庭农场平均经

营规模的 10 多倍。在政策

奖补和承包地集中经营双重

推动下，太仓合作农场对农

田高标准整治，普遍配套农

机库、烘干、仓储设备，种粮

效益大大提高，农民亩均获

得1200元以上流转金。

规模经营提高了太仓农

业的生产效率，但承包地流

转到“村集体”，会不会衍生

体制机制弊端，重烩“大锅

饭”？记者进行了调查。

▲秋收进入尾声

。

▲秋收前的东林村水稻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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