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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江苏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建议 ∗
施振旦,沈新莲,周

彤,沈贵银

(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南京 210014)
摘

要:对照国家的振兴乡村战略要求,针对江苏省农业发展存在土地碎片化经营制约规模化发展、化肥农药

使用过多造成严重面源污染、种养殖分离致使畜禽粪污难以资源化利用等问题,提出推进江苏农业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策略与措施建议,包括改革农田使用制度促进适度规模化经营、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发挥区域自然资源优势提
高生产性能、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提高农业农村盈利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草牧业态促进种养结合降低面源污
染、加强农业生产流程监管治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和农业科技推广保障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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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既是经济大省,也是农业大省。 农业生
产的自然资源禀赋较为有利,拥有肥沃的土壤、充足
的雨量和良好的灌溉条件,造就了优越的一年两熟
制农业生产模式,使江苏省历来成为中国重要的商
品粮生产基地,历史上曾经多次名列农业生产总值
全国第一,至今仍是国内少有的粮食自给有余、农业
和经济同时发达的省份,农业现代化水平居于全国

1

江苏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江苏省属于中国的经济发达省份,全省 GDP 近

8 万亿元,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 在江苏面
积仅 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去除面积较大的河
湖水网,有限的国土面积支持了近 8 000 万人的生

活和工作,域内城镇、民居、工厂和交通设施密布,土

前列。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

地开发利用密度之高世间罕见。 经济的高度发展,

入新阶段,江苏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与

城镇、房地产、开发区、道路等建设,不仅使用于农业

矛盾也日益显现,特别是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更加突

生产的土地资源一再压缩,也使农用土地碎片化异

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照加快

常严重。 在此严重不利于规模化现代农业发展的格

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局下,江苏的农业却不断夺得高产,例如全年粮食总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体要求,农业农村
的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不仅是农村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反映,也是农村美和农业现代化的明显短
板。 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 到 2035 年使

产量达 700 亿斤左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7 235

亿元,仅次于河南和山东两个最大的耕地和人口大
省居全国第三位,而粮食单产则高居全国第一位。
江苏省农业如此发达高产,其基础是在保留精

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

耕细作传统的同时,进一步采用现代农业科技和应

的战略任务,必须把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农业绿

用大量农药化肥投入品,由此带来资源环境能力超

色发展,加强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与改善农业农

载,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 例如,2007 年

村环境摆到突出位置。 本文分析江苏农业面源污染

以来太湖水域几乎年年暴发大规模蓝藻污染。 太湖

问题的现状和成因,提出建设生态农业进行绿色发
展的理念和建议措施。

流域 70% 的河流和湖泊受到污染,80% 的水体水质

达不到国家Ⅲ类标准,使整个太湖呈富营养化状态,
局部重富营养化,与农田氮磷排入有密切关系。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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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在工厂和人口密度较低的苏北的许多农村,
小河小沟的水体也都是浑浊不堪不再清澈,到处充
斥浮萍水葫芦等富营养水体产物。 水体生长的藻
类,以及死亡腐烂的水生植物,又会对水体释放大量
毒素、COD 等物质,造成两次多次污染。 相当大量
的乡村河流或公共水体的富营养化污染,其来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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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追溯至农业生产高投入以及粗放经营所造成的
氮磷污染。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省农业面源污染来
源多样,不仅与生产方式、农民生产行为相关,也与

分别为 2 978 万头和 7. 4 亿只,畜禽粪便产生量约

1. 1 亿吨。 因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农业生产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土地碎片化利用的基础上,小

政策引导等有关。 是制约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要

块土地难以开展种养殖兼营,造成了畜牧业与种植

素。

业的分离,无法通过实行种养结合消纳大量的养殖
一是农业生产过程中过量使用与不当使用化肥

粪污,造成养殖环节的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严重不

农药行为造成的面源污染。 在包括我省农业生产的

足,相当部分养殖粪污未经处理或仅简单处理后直

各项经济活动中,政府主导的成分较多。 在多年形

接排放到公共环境或水体中,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

成的江苏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形势格局

问题。 其次是过去为了保障城市居民肉食供应的维

下,各届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均采取严格的行政命

稳思维,国家长期压低畜禽收购价格,导致养殖业者

令,通过各级政府组织各部门干部力量,利用大量财

为了赢利而无底线降低生产成本,使养殖业长期因

政经济 资源,组织动员农民按时节按要求,开展农

陋就简低水平发展。 缺乏硬件条件的粗放低档次养

业生产并且能够取得较好的生产成绩。 但即使如

殖,往往造成畜禽生活条件不足或恶化而疫病丛生、

此,农民却不能完全依靠务农获得足够的收入支付

死亡增加,并且在未有必要处理之时就直接向环境

其家庭所需要的刚性开支,特别是在目前国家不能

丢弃,例如 2013 年春季发生的万头死猪漂流黄浦江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之时、以及民众生活消费水平

事件,都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大来源。

因为江苏省经济总体发展较好而处于较高水平。 这

三是农作物秸秆还田及综合利用不足造成面源

就使农民或务农人员只有通过进城务工获得非农收

污染。 江苏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园艺作物

入,才能解决家庭收入不足问题,使之不得不压缩从

生产中,每年产生的秸秆量达 3 000 万吨。 虽然在

事农业生产的工作时间,或仅能安排老弱妇女在田

省农业和环保部门的严密监管和动员之下,通过禁

头进行农业生产。 其结果是农民采用低成本、简单

烧秸秆和多种利用,使全省的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易行的生产活动和工作流程,特别是在我省作物复

达到 90% 以上,但其中绝大部分通过还田利用,往

种指数较高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大量施用简便的化
肥方能获得较高的粮食单产和收益。 这是造成目前
我省各类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投入品施用强度大、

往导致还田量超出土壤利用承受能力,并且在水稻
生产的漫灌式用水中,秸秆腐烂产生的大量 COD 和
其它污染物被水流带进河湖水体加重污染。

综上所述,过去 30 年中未考虑资源和环境压力

频率高的根本原因。 据统计,全省化肥施用强度为
453. 7kg / hm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35. 3kg / hm ,

的粗放式发展,不仅造成了江苏省因农业生产制度、

2

种养分离生产所导致的环境严重污染问题,也造成

以上,是国家防治化肥污染标准 ( 225kg / hm ) 的 2

了大量畜禽粪污无法作为肥料资源化利用、农民必

倍多。 另外,江苏省农药施用强度远高于全国平均

须支付大量化肥成本的问题,以及农畜产品质量安

水平,部分地区甚至达全国平均水平的 3. 57 倍。 其

全不足的收益下降问题、养殖环境条件不足造成的

次,由于水土资源禀赋支持需水量大的稻米生产,全

大量畜禽死亡和经济损失等问题,致使农民既遭受

省种植的 3 500 万亩水稻,大多处于河网地区,水稻

巨大损失又污染公共环境的大问题。 这种局面不仅

生产采用的漫灌方式,将大量施用的氮肥和农药直

加剧了农村环境面貌的恶化落后,也是农村长期无

接溶解流失排出至河湖公共水体。 一方面严重降低

法获得足够经济收入仍然贫穷落后并出现凋敝的重

化肥农药 的 利 用 效 率, 如 化 肥 的 初 次 利 用 效 率 仅

要表现。 因此,要从制度、技术、农户行为规范、政府

35%左右,农药的利用率只有 20% ~ 30%。 另一方

政策支撑以及市场行为引导等多方面,切实治理农

面,流失的有机质营养素则造成公共水体和环境的

业环境突出问题,推动农业生态绿色发展。

严重富营养化,并在造成蓝藻杂草泛滥的基础上,产

2

2

2

而江苏环太湖部分县市,化肥施用量达 500kg / hm
2

生有毒有害物质。

推进江苏农业绿色发展的措施与策略

二是养殖废弃物总量大、处置不当造成的面源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

污染。 江苏省 2015 年主要畜禽生猪和家禽出栏量

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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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

也减少化肥使用及所造成的污染,为促进农村“ 生

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通过

态宜居” 做出贡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

2. 2

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按

合理规划农业产业布局,引领农业绿色发展
根据江苏国土空间综合利用规划要求,完成江

照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农业全面升级必须立足

苏省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

于“ 产业兴旺” 和“ 生态宜居” 两大最基本的要求和

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奠定江苏现代农业发展的用地

目标。 对照这些要求并结合江苏农业发展实际情

刚性限制性基础。 根据该发展原则指导,需要通过

况,需要从农田耕作制度、产业布局、生产结构、生产

立足省内各区域资源禀赋和区位比较优势,统筹安

流程、科技推广和农产品加工销售利用等影响农业

排农业生产布局,在最适宜的地方生产最适宜的产

绿色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改革,相应的措施建议

品。 除了将农业发展资源投向传统的水稻小麦粮食

如下:

产区外,进一步打造沿淮、沿海滨江、南京都市圈、苏

2. 1

改革农田耕作使用制度,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南城郊四大蔬菜生产中心;在沿海、苏北发展特色畜

江苏省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力争在全国

禽产业;在宁镇扬的丘陵地区发展节水型的花卉苗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调整实行近四十年的家

木和优质水果产业。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地耕作使用制度,需要在土

选择和依托区域内的优势企业,进一步加强其

地确权和继续延长农地承包权的基础上,推进农地

产业科技、产品品牌、完善产业链等工作。 通过建设

的三权分置。 然后积极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农田托

依托企业的特色产业研究院,不断吸引和整合国家

管、土地股份合作、 联耕联种、 “ 小 田 并 大 田” 等 做

和地方科研力量,利用科技优势进一步打造区域优

法,才能扭转农地碎片化经营的落后局面,促进开展

势产业和地方特色产业,进一步提高产业生产效率

适度规模经营。 通过连片农地的规模经营,促进培

和科技含量,进一步加强产业文化和市场品牌建设,

育规模化有实力的企业,从而形成专业化市场订单

并将产业链进一步延伸至高端的产业科技旅游,从

生产、直接对接市场的能力以及吸引先进生产力进

而在有限的区域土地资源基础上,使初级农产业向

入农业领域的能力,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二三产业延伸、完善和融合发展。

和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带来

长三角地区在执行国家《 水污染行动计划》 和

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进而培养专业化职业化

《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过程中,实施“ 263”

农民或农业企业家。

行动计划划定了大片禁养区,所关闭的养殖企业和

土地集约化规模化利用,则可以推进乡村旅游

生产任务,则可以搬迁到苏东和苏西北投资建立现

和休闲观光农业等新业态、促进农业产业兴旺,也更

代化畜牧生产和肉品加工基地,利用苏东和苏西北

能够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反哺农业,并进一步使

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结合苏南的资金、科技和人才

之转化为扎根农村的现代农民或农业企业家,也同

优势,实现苏北地区养殖业的转型升级,通过产业合

时承担起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事业和保护农村环

理的布局和区域间的合作产生双赢格局,在苏东和

境的社会责任,促进形成乡村现代化治理新机制,真

苏北形成现代化种养结合的绿色畜牧业跨越式发

正使外来资本发挥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形成

展。

促进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

2. 3

通过农地的规模经营,在种植生产的基础上配
套养殖、粪污处理和秸秆收贮处理设施,一方面促进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推动农

业绿色发展
响应国家调减 2 000 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更加灵活地处理作物秸秆的还田利用和采收贮运外

要求,适当减少过度施用化肥及漫灌的水稻种植,相

销处理,从而在保持土地肥力的同时减少化肥使用、

应增加牧草或饲用玉米的种植。 全省需要立足各地

减少过多使用化肥和秸秆还田造成的环境污染。 另

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粮

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促进种植和养殖业的结合,通过

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草牧业,提高农业生产与资源环

提供足够的种植面积消纳养殖粪污,很好地提高养

境匹配度。 在调节“ 粮经饲” 种植结构时,建议增加

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实现养殖的“ 零排放” ,同时

用水量较少的牧草和饲料青贮玉米的种植,促进草

58

施振旦等:促进江苏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建议

食动物如奶牛、肉羊和经济效益高的肉鹅的生产。

基础上变废为宝,不仅可以实现农业的绿色生产降

通过生产粮草直接生产肉品可以将农产品增值 2 倍

低环境污染,还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促进

值 3 倍以上。 通过发展草牧业,一方面可以大大减

2. 5

以上,而将畜产品深加工再转化成乳肉制品则可增
少化肥使用和环境污染,实现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

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民促进农民富裕。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强化农业绿色发展技术支

撑

宜居。 另一方面通过三产融合产生更大的经济回

根据农业产业或企业发展所需,针对性地培养

报,在促进农业产业兴旺的基础上,还可以使农民成

高水平农业应用型人才、研发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通

为体面有尊严的职业,以此提高农民或农村人口职

过促进和强化“ 产学研” 结合,加快农业领域的科技

业素质和道德素养,必将大大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和

创新和新 技 术 推 广 应 用。 “ 企 业 是 应 用 创 新 的 主

农村治理高效,而且生产的大量优质乳肉产品还可
以帮助国家减少从国外进口乳肉制品及支付的巨额
外汇资金,具有一举多得之功。

体” ,即意味企业需要应用型创新,只有市场化的企

业才能够公正良好评介应用创新。 通过改革高校的
人才培养体制,使人才培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围绕

其次,在不影响目前粮食生产的形势下,耕地轮

产业和企业发展服务,并建立根据科技推广效果进

休则不仅使土地恢复地力支持种植业的长远发展,

行的人才考核和评价体系。 通过在高校院所与地方

更是一种降低化肥农药投入和减少污染的重要措

政府和企业间设立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使科研项

施。 耕地轮休结合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则是另一种

目与生产实际进行无缝对接,将人才力量和科研经

范畴的农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收益更高,也将

费集中用于攻克产业难题,实现“ 即研即推、边创边

使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城镇化,更

推”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推广速度 和效率,并由农

加有助于农村社会发挥活力,更有助于实现振兴乡
村的战略目标。
2. 4

加强农业生产流程监管治理,保障农业绿色发

展

业企业或市场来检验科技创新成效。 通过设立农业
实用技术的有偿服务和交易制度,可以加快促进科
技向产业的转移,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的科技创新,
促进现代农业化发展。

对于种植和养殖生产过程中,采用各种如“ 互

联网 +” 等新技术,给予严密的流程监管。 通过建立

结语

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参与农业生产的环保考评机

农业作为生命科学产业,农作物、畜禽和生产环

制,对于农业生产实现全流程的严格的监督监管,形

境都具有生命有机体相互联系相互反应的特征,直

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监管压力,以此达到和实现现代

接受人类活动品位的影响。 人的工作和素养决定一

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切事物的发展质量,因此需要从上述五个深受人类

可以通过奖励良好生产来促进实现农业生产的

决策支配的方面全面协同改进,即改进农业生产经

绿色环保,如对于采用秸秆还田并减少化肥使用的

营的经济体制机制、提高农村人才科技素质,才能充

生产者,可予环保奖励或增加农业生产补贴进行激

分发挥农业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江苏优

励。 促进畜禽养殖中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农民、政府

越的自然资源优势,结合最新农业生产和环保科技,

和科技人员通过合作寻找和应用粪污循环利用的种

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进一步激活农业农村生产

养结合新技术。 积极推广成本低、处理能力大的履

力,同时实现农村生态宜居,促进江苏农业绿色可持

膜沼气池,使沼气处理技术真正进入实际生产,促进

续发展。

建立“ 畜 -沼 -果蔬” 绿色农业模式;推广采用“ 发酵
床网上架养” 技术进行家禽的舍内节水养殖和粪污
原位熟化处理,可以直接将粪肥清运到农田施用从
而实现零排放,还可以省去建造专用粪污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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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Green, Ecologica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SHI Zhendan, SHEN Xinlian, ZHOU Tong, SHEN Guiyin
(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21001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side made by the Party and our na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such as restriction of mas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fragmentization in management, over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leading to diffused pollution,
lack of exploitation of animal waste due to separation between planting and breed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put for-

ward some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so as to promot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iangsu province. They include reforming the use system of farmland to promote mass management, adjusting the

agricultural layout based on natural resources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to boost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agriculture,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 de-

velop grassland farming and reduce diffused pollution, enhancing supervision ove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more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to ensur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Jiangsu province; agriculture; current situation; green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