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全国第15个安全生产宣传日即将来临，6月13
日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安委办工作人员上街开
展安全生产宣传。

欧阳倩 摄

� �陈中

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积极探索
———来自宁乡县大成桥镇鹊山村实践的启示

� � � � 宁乡县大成桥镇鹊山村是我国南方地
区典型的农业村落， 以种植水稻为主， 全
村人口4182人， 耕地4205亩。 2014年以来，
鹊山村积极探索以土地合作社为平台的土
地合作经营模式后， 农业生产效益大幅提
升， 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鹊
山村的影响和带动下,长沙市目前已有136个
村也在探索开展土地合作经营， 其中宁乡
县大成桥镇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实现了整
镇推广。

困境与求变
土地合作经营前的鹊山村农业农村发

展矛盾主要有： 一是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
出， 土地“细碎化”、 “有人无田”、 “有
田无人” 的现象越来越多； 二是传统土地
流转中集中流转难度大、 流转行为短期化、
农民权益难保障的弊端日益显露； 三是农
民生产组织化程度低， 农业生产力提升空
间有限； 四是大量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
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鹊山村干部群众一致认为根本问题在
土地上， 只有改变土地经营的方式， 才能
改变农业生产方式， 才能改变农村的现实。

探索与实践
经过前前后后900多次大小会议， 并逐

个逐户征求意见， 鹊山村终于摸索出一条

全新的土地合作经营之路。
一是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坚持让

农民充分参与， 农民既是土地合作社的股
东， 也可以参与具体生产经营。 让全体村民
既享受土地合作社基本分红、 经营分红， 又
可享受其他收益， 把土地合作经营收益最
大限度留在了农民手中。

二是搭建土地合作经营平台。 在鹊山
村村支“两委” 的引导下， 村民以土地承包
权入股组建土地合作社。 以土地合作社为
平台， 将全村4205亩耕地的承包权和经营
权集中起来， 再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具体
生产经营者。 土地合作协议期限为11年，
与30年责任制剩余时间一致。 土地合作社
的资金来源为土地流转收入、 村集体筹集
资金注入、 各级财政投入、 社会捐助资金
等， 并按一定比例分享流转经营者所获财
政补贴资金。 土地合作社采取“基本分红+
二次分红” 的收益分配方式。

三是开展专业化的土地经营。 鹊山村
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后， 土地价值得
到提升。 实行土地经营权竞价流转， 土地流
转价格以300元/亩/年为基础， 每3年调整
一次， 采取公开竞价的方式， 价高者得， 让
土地价值的提高转化为土地合作社的经营
收益。

四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鹊山村
建立了“专业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社会
化服务体系” 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由
农民自愿以现金入股组建专业合作社， 对
全村4205亩土地进行统一流转， 并划分成

60个50-100亩的生产片区， 再采取竞价方
式租赁给新型职业农民耕种。

一年来， 鹊山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是农业生产形势全面好转。 全村4205亩耕
地全部实现双种双收， 双季稻种植面积从
800亩增至2800亩， 水稻平均亩产达920公
斤， 2015年全村粮食产量3500余吨， 较往
年多产1400吨， 增幅达66.7%。 二是农田基
础设施有效改善。 鹊山村完成了2公里村道
5公里组级公路硬化、 25公里水渠衬砌、 15
口骨干山塘扩容、 400亩土地平整， 水渠、
机耕道延伸到了每一个生产片区， 整村土
地已全部可实行机械化耕作。 三是农业发展
水平大幅提升。 实施集中连片种植， 应用良
种、 良法、 良技， 享受从农资供应到加工销
售的全程社会化服务， 农民实现了轻松种
田。 四是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2015年全村亩
平增产粮食250斤， 1400亩油菜亩均产量
150斤， 农民每亩平均增收节支达959元。 五
是农民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 利用土地合作
社、 专业合作社的股权联结和收益分红机
制， 将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成为紧密的
利益共同体。

启示与建议
土地合作经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4

个方面。 一是全程由农民主导。 土地合作
经营的主体是农民， 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
由农民主导。 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选择。
土地合作经营中， 农民既是土地合作社的
股东， 也可以通过入股专业合作社参与经

营， 还可以租赁土地继续种植。 三是经营方
式更加多样。 土地合作经营后， 土地合作社
可以对集中的土地进行整体流转或分片流
转， 在流转对象、 流转规模、 流转方式上更
加灵活多样。 四是生产经营稳定性更高。 土
地合作经营以相对固定的经营实体———土地
合作社替代单一农户， 开展土地集中流转的
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更强， 让土地经营权流
转方可以放心长期流转， 加大投入。 五是土
地流转整体性更强。 通过土地合作社对整村
土地进行集中整合， 对想要继续耕种口粮田
的农户， 可由村集体协调到其他区域种植，
解决了土地流转中少数农户不愿流转就无法
集中连片经营的问题。

当前， 土地合作经营仍处于探索阶段，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合于当地的经营模
式， 不断完善土地合作经营机制。 一是要充
分发挥基层主动性。 特别是要调动镇、 村一
级的积极性， 动员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深入细
致的宣传、 解释、 推动工作。 二是要切实加
强政策引导。 赋予土地合作社更多政策权
限， 加大对土地合作社发展的支持力度， 依
法维护土地合作社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建立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要提升农村土地规划
服务、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健全农业保
险服务体系。 四是要构建科学的监管机制。
建立与土地合作经营相配套的监管机制， 明
确土地合作经营的监管职责， 以农村经济经
营管理机构为基础， 强化基层农经机构建
设， 增强监管服务职能。

（作者系长沙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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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造绿复绿巡礼 （一）

意在笔先书

� � � �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
墟里上孤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青山绿水
总是与人文生活相得益彰， 不可分割。 这不仅
仅是传统思维， 更应是我们今天对待生态的态
度。

生态就是生命， 造绿就是造福！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 大自然的底色， 代表

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人民群众的期盼。” 2014
年，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顺应人民
的期盼， 作出了实施三年造绿、 建设绿色长沙
的决定 ： 到2016年末 ， 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35%， 绿化覆盖率达40%。

绿色， 已是长沙的底色！

� � � �雄踞城西的岳麓山、伴城而流的一江八河、静卧
江心的橘子洲与欣欣向荣的长沙城共融共生。 山、
水、洲、城，构建了长沙独特的城市格局。

长沙的造绿复绿，也就据此格局点画，并逐步晕
染。 如此，整个城乡绿色体系脉络已然清晰：

以路为带，闭合成环。 从进入长沙开始，磁浮快

线两厢生态景观走廊绵延15公里； 环城绿带生态圈
三环线，以巨大的绿色手臂，环绕整个长沙市区；而
在城中，更有林荫大道、鲜花大道等点缀其间，增光
添彩。

以水为脉， 连片成网。 对三环线两侧的“一
江八河” 以及两厢各100米区域范围内的水域、

湿地、 河滩因地制宜栽种水生植物， 全面绿化美
化。

以山为核，聚积成肺。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凤
凰山国家森林公园、 黑麋峰森林公园……这些宝贵
的绿色资源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开发。 绿量的增加，逐
渐使长沙市变成一个绿肺。

� � � � 城市居民期盼森林进城， 改善环境和生态；
而农村居民则希望园林下乡， 提升生活品质。 如
此， 一个包罗城乡的巨大绿网逐步织就：

城市空间寸土寸金， 要挖掘城市生态空间，
必须懂得见缝插绿、 敢于“拆墙透绿” ———

出门可见社区公园 ， 转角能遇林荫广场。
一个个迷你而精致的绿色“棋子”， 巧落在长沙

“棋盘” 的空隙处； 自长沙市去年全面开启“拆墙
透绿” 工作以来， 没有了围墙和大门的各级政府
机关所在地， 就是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公园。

从长沙驶入高速公路， 沿路尽是美景： 树有
高度、 林有厚度、 绿有浓度、 四季有景观。 这些
绿色通道连接城乡， 也打通了绿色网格。

长沙城郊接合部， 则发力环境整治， 扫出净

土待绿来。 天心绕城高速雀园路出入城口， 这片
昔日处在城乡接合部的拆违荒地， 曾从未与美感
沾边。 结合长沙市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契机，
2015年， 天心区以1亿元的大手笔投入， 启动入
城口周边整治项目建设， 矢志扮靓这片荒芜之地。

而在绿网的节点处， 还有梅溪湖湿地公园、
先锋文化公园等点睛之笔， 缀在网间。

沿城造景， 格局为图

城乡绿网， 相接相融

� � � � 大树进城、 名贵花草种下、 大面积草坪营
造……这些绿宛如摆放在城市中的人造“盆
景”， 毫无活力。

怎样让绿色在城市自然绽放？
红花抱绿树、 青山环碧水。 沙湾公园的绿化

覆盖率高达81.2%， 走在这里如同走在“氧吧”。
令人惊讶的是， 这里所有的树木都是自然生长而
成。

“原有的树能保留的全都保留！ 这是长沙造绿
的基本原则。” 长沙市林业局局长夏文斌介绍，
像八方公园以及岳麓区段、 开福区段的环城林带
等地的树木都是就地保留， “我们打造绿色城
市， 必须要懂得敬畏自然、 尊重自然。”

因而， 金洲湖湿地公园、 浏阳湖湿地公园、
松雅湖湿地公园等湿地系统的建设， 均没有改变
原有的水系和地质地貌。 原生态风貌与人工雕琢

之美相映成趣。
此外， 结合地理、 区位和气候特征， 长沙植

树坚持 “适地、 适树、 适时” 原则， 禁止反季节
栽植树木， 严禁过度截枝甚至栽植断头树， 不移
栽原生树木和超过15厘米以上胸径的大木。

遵循自然法则， 绿意在此顺势生长。 如此一
来， 长沙之“绿” 方不负上天恩赐， 才会真正重
现“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的壮美画卷。

敬畏自然， 顺势生长

李曼斯

1.

2.

3.

天心区广告产业园空中花园内， 绿色在空隙中生长。
通讯员 摄

登影珠山远眺， 大好风光尽收眼底。 曾诗怡 摄

磁浮两厢绿野如汪洋无际， 蔓延至天边。 通讯员 摄

� � � �沩水两岸风光秀美。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