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进农机走入万亩良田
新型职业农民阔步奔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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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有机农业文章
壮大农业工人队伍

□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北京兴农天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北京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绿色迸发的春天， 记者来到京郊
顺义的赵全营镇， 这里一派现代农业
的美丽田园风景。 从最初的农机修理
商店， 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再到
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北京兴农天力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就是这里的一支
强劲生力军， 带领着当地农民升级为
新时代职业农民， 利用先进农业技术
种出万亩良田。

北京兴农天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是北京市最早一批成立的合作社 。
创办人陈领早先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
机配件商店 ， 帮村里人修理收割机 、
拖拉机等农机设备， 店虽不大， 但在
当地小有名气。 “那时候， 个人的机
械故障率高了打算淘汰， 就放在修理
部卖， 但有的机械搁了好长时间也没
人买， 我就把它们收过来， 到了麦秋
帮农户进行收割作业。” 陈领回忆说，
这就是最初的农机队雏形 ， 2007年 ，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出台了， 鼓励农
户成立合作社， 陈领觉得这是个好政
策， 说干就干， 就成立了当时顺义区
第一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初期主要从事农机作业服
务、 配件销售、 农机维修等服务， 在
立足农机作业服务的基础上， 通过土
地流转、 全程托管等形式， 实现了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 2012年， 北京市政
府在顺义区赵全营镇实施北京都市型

现代农业万亩示范区工程， 合作社流
转了赵全营镇8个村的6300亩土地进行
统一种植， 上茬种植小麦， 下茬种植
玉米， 实施水肥一体化， 选育优良品
种， 实施物联网科学管理， 打造了现
代农业的美丽田园风景。

土地流转后， 实施规模化种植有
了基础， 极大地提高了大型农业机械
的作业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
了粮食产量 。 为了提高土地产出率 ，
合作社把流转土地的农户组织起来进
行科学种田的培训， 合作社还给来上
班的农民上了五险一金 、 带薪休假 ，
成为新时期的职业农民。 “现在的生
活水平， 当初连想都没敢想。” 社员刘
宏顺加入合作社6年了 ， 他不光是社
员， 还是合作社的职工， “月月有工
资，上着五险一金，还有带薪年假，跟城
里工人一样，我现在是‘农业工人’， 将
来退休也能有养老金了。” 提到现在的
生活， 老刘满脸藏不住的知足。

让种了半辈子地的刘宏顺更不敢
想的是， 同样是种地，现在比从前可轻
省多了。“现在全是机械化，没什么体力
劳动。”老刘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大田种
植部，一共十五六个人，负责七千亩大
田的种植工作，这要是在过去，一个人
顶多能种三四十亩。 辛苦一年，也就落
下一两万元。 现在工资加上绩效，一年
他一个人就能挣个八九万块钱，再加上

年底社员分红， 稳稳的十多万收入。
2019年， 合作社被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
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评为 “高新技术企
业”。 每天工作在万亩示范园里， 刘宏
顺觉得这片熟悉的土地更像是一个现
代化的农业工厂。 近年来， 通过项目
实施开展先进、 适用的农机化新技术、
新装备示范、 推广和应用， 这里已成
为各种先进农业技术集成基地。 合作
社采用小麦新品种和玉米移栽高产新
品种新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
同时， 利用节水灌溉、 水肥一体化技
术，采用微喷和指针喷灌，不但节水，而
且能提高肥料利用率， 减少土壤板结；
再通过农情监测系统，示范区内设立气
象观测站、 墒情监测站， 及时提供气
象数据、 墒情情况， 有效地指导了田
间管理， 确保具体地块具体管理。

在种植万亩良田的同时， 合作社
还运用农业科普观光的形式， 注重参
与、 娱乐、 体验、 生产等功能的结合，
打造以万亩粮田、 千亩菜园、 百亩果
园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科普田园农场 ，
将科研生产 、 科普教育 、 知性旅游 、
休闲娱乐紧密融合 ， “生产 、 生活 、
生态” 功能进一步融合， 整合农业全
产业链， 发展休闲观光， 助力农民增
收。 2019年总收入5000余万元， 吸收
劳动力335人， 同时带动了周边5000多
农户增加收入。

眼下， 小麦返青， 长势喜人， 漫
步田地间， 陈领说这是一片希望的田
野， 合作社将紧跟“乡村振兴”的步伐，
扎根农业生产，产出更加优质的农产品
及蔬菜 ， “我们将一直深耕在农村 ，
通过新型合作社， 将这片希望的田野
建设成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基地。”

“以前自己种地 ， 收入不固定 。
自从来北菜园工作 ， 不仅就业灵活 ，
有人科学指导， 工资也多了不少。” 聊
起合作社带群众致富的事， 农户黎自
娥止不住地笑起来。

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位
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小丰营村， 由
北京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联合北京
北菜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区内
其他1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于2011年4
月28日成立， 现有农户成员1500余户。
“合作社立足延庆区的优势生态环境和
区域农业特色， 通过农户租赁、 反租
倒包 、 农户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470
亩， 将分散的小规模蔬菜种植农户组
织起来， 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北京
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赵楠介绍说， 合作社还相继建立了暖
棚205座， 春秋棚155座， 成为国家蔬
菜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基地。

与此同时， 合作社组织当地懂技
术、 有经验、 善管理的农民建立起一
支60余人的农业产业工人队伍， 采用
现代化管理 ， 制定科学的分配方式 ，
实行合作社与产业工人3∶7的利益分配
机制 ， 产业工人最高收益近8000元/
月， 平均4500元/月， 有效促进了农民
增收， 提升了产业工人生产的积极性。
“合作社还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培训、 技

术指导与服务， 促使他们逐渐由传统
种植向科技与专业化种植转型， 真正
成为有工资、 有保险、 有福利的新型
职业农民。” 赵楠说。

目前， 北菜园以有机蔬菜为核心，
以有机水果、 有机杂粮为补充， 面向
京津冀为主的华北及东北市场， 基本
形成了从基地规划、 农产品生产、 生
物天敌繁育和社会化服务、 商品化标
准管控和品牌建设、 供应链管理和营
销服务 、 基地委托运营 、 精准扶贫 、
联农带农共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为保证不同季节多品种持续稳定
供应北京蔬菜消费市场， 合作社通过
管理模式、 种植技术、 天敌生物链防
控、 田间管理及采收标准等质量管控
输出， 建立了销售定植、 保价收购的

产销共赢模式。 以北菜园为主导， 在
北京延庆， 海南的海口、 东方、 三亚
和山东德州以及河北沽源建立起六大
核心生产基地， 在新疆焉耆、 江苏靖
江、 北京顺义、 河南南阳建立了四个
特色有机蔬菜生产基地， 有效实现了
产品稳定、 持续、 多品种供应。

目前， 合作基地达6000余亩， 在
弥补合作社自身基地供应量不足的基
础上， 通过技术标准输出及过程管控
带动当地有机蔬菜产业的发展。

通过这样的产业提升， 合作社不
仅造福延庆当地农户， 还推动外埠贫
困地区农户实现产业脱贫 。 2017年 ，
合作社在河北沽源建立了扶贫合作基
地， 把贫困户纳入帮扶对象范围， 当
地入社农户年均收入在5万元以上。

在收购保价保量的基础上， 北菜
园合作社只收取3%的运营管理费用 ，
其余营收及盈余全部回馈当地合作社，
不仅保证了北菜园合作社夏季蔬菜的
有效供应， 还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和
产业脱贫。

2018年， 合作社推广沽源基地模
式， 在南水北调的渠首河南省南阳市
建立了有机蔬菜基地200亩。 在新疆、
内蒙古、 西藏等地的贫困地区， 合作
社通过技术输出、全程指导、产业提升、
兜底帮扶、保量保价收购等措施，参与
脱贫攻坚。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业供给
侧结构改革， 不断加大发展有机农业
的投入力度， 深入推进蔬菜产业的绿
色化、 优质化、 特色化、 品牌化发展，
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赵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