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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将推广
“农业共营制”
培养更多
新型职业农民

聚焦
党代会
报告

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
的命脉。成都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报告提出，成都将
坚持做大经济总量与提升
产业层次互促共进，实现三
次产业良性互动、融合发
展，增强城市产业支撑力。

构筑都市现代农业新
高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的
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
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推动农业
适度规模化经营。

推广“农业共营制”等
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完善
农业科技、农村金融等社会
化服务，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就地培养
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
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
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物流、农村电商等产业，实
施“天府源”农业品牌战
略，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
农业领军企业，加快构建
产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以全域旅游、特色镇和
美丽新村建设为引领，推
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
平。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健全农业农村投
入持续增长机制，不断提
高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整理

香港城市大学
成都研究院昨日落成

昨日，双流区举办“一带一路”国
际技术合作高峰论坛暨香港城市大学
成都研究院落成典礼。

本次高峰论坛作为2017中国（成
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重要的配套
活动，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历史发展
机遇和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战略部署，以香
港城市大学成都研究院落成典礼为契
机，架起了成都与香港沟通交流的桥
梁，吸引了香港乃至海外高端人才落
户成都，推动了资本、成果、人才、技术
等创新创业要素在两地间顺畅流动，
实现了以人才带项目、以项目引资本、
以资本促产业的联动。

会上，双流区与美中硅谷投资有
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海洋公
园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香港
城市大学成都研究院与太库科技创业
发展有限公司等6个合作项目签订了
合作协议。

原法国政府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创
新及研究总监、法国全耐塑料公司科
学总监Ronan Stephan（罗兰·斯蒂
芬）等行业资深特邀嘉宾为本次高峰
论坛作了主题演讲。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
施，香港与内地联系也日渐紧密。香港
城市大学成都研究院作为香港城市大
学在内地西部的首个产学研合作平
台，必将发挥重要桥梁作用。

据悉，研究院位于凤翔湖创客公
园旁，建筑面积约1.85万平方米，依托
香港城市大学作为国际一流学府的科
技、人才资源、优质科研成果，与内地
快速发展的经济相结合，建立了国际
化的技术转移和转化平台，同时为香
港城市大学的教授、科研人员、校友、
学生以及海外创业团队提供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对接内地市场需求、政策环
境、产业和资本资源，促进香港、海外
与内地的科技交流和人才合作，共同
在全球同步创新的战略背景下，建立
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与服务体系。

下一步，成都将在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框架内，重点推进与
香港在产业人才合作、企业对接联动、
项目载体共建、商务环境优化等领域
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提升对香港服务
贸易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5月18日报名
旁听省政协常委会议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政协四
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将于6月6日在省政协机关议
政厅召开，会期1天。会议主要内容是：
全面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四川省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按照“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要求，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转型升级”开展专题协商，为深入
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奋力推进“两个
跨越”作出积极贡献。想要旁听的公
民，可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所
在单位或社区证明（需加盖单位或社
区印章），于5月18日至19日（9：00—
11：00、15：00—17：00）到省政协办公
厅办公室（成都市锦里东路1号省政协
机关办公楼803室 联系电话：028—
86167083）报名申请旁听。根据报名情
况，由省政协办公厅确定10名左右公
民旁听本次会议。

不当老板当农民 年入百万坚持学习
他是成都快乐的农业职业经理人

“穿上西装”快乐种地
12日下午，张仕伟在快乐农夫家庭农场里查看猕猴桃挂果情况，他的西装革履和农场里一片葱茏似乎有些不搭。张

仕伟解释说，上午刚参加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员代表大会，还没来得及换行头。他的朋友补充说：“张会长拿
到了协会年度风云人物季军”。这个“半路出家”的农民，凭着对种地的热情和专注，成了典型的成都农业职业经理人。

张仕伟1976年出生于大邑县一个
农民家庭。大专毕业后，1997年来到主城
区打拼。凭着踏实肯干，他很快有了自己
的公司，专门做建筑物外墙、烟道清洗工
作。“收益还不错，每年能赚到四五十万，
过日子绰绰有余了。”

当着老板的张仕伟为什么回农
村下地？他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农
业的喜爱。“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对
种植、养殖，都有亲切感，从根子上、
心眼里喜欢做这些事情。更重要的
是，农业简单，虽然大城市挣钱机会
多，但相应的压力也大，需要应付很
多人情世故。”

2011年9月的一个周末，他在岳

父家里听说种猕猴桃很赚钱，“说是
每亩能净收入2万元”。有心回到农村
的他来了兴趣，他打听了很多事情，
并请人留意能否流转到土地。没过多
久，他得到消息：有10亩地可以下手。
张仕伟没有犹豫，流转来了这10亩
地。此后一个月，他又流转到20亩地。

“那时我是个商人，以商人的思路
算了一笔账：以当时猕猴桃的产量和
价格，每亩地毛收入有3.2万元，减去成
本6000元，一亩地净收入有2.6万元，就
算猕猴桃价格不稳定，减一半的话，一
年还有30多万的净利润。”张仕伟说，
直到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农民，他才
意识到这笔账算得有多业余。

失败经历
促使他回家专心种猕猴桃

有了地，找来人，张仕伟建起了
他的快乐农夫家庭农场。但他当时
没有成为全职“快乐农夫”，而是兼
顾着公司里的事情，每周回去看一
次农场，直到猕猴桃“教育”了他。

2012年春天，他开始在一块地
上育苗，按照书本上学来的，他要求
工人每棵苗撒一两尿素，浇一桶水。
一周过后他回去看，原本长势不错
的苗子，全都蔫了，很多掉了叶子。

“1/3的苗子死了，全部苗子受损
……”他找来了种地的老把式，才得
知施肥太多，把苗烧坏了。

2012年秋天，一些猕猴桃开始挂
果，因为没技术、不懂操作，等到果子
成熟时，别人家的猕猴桃批发8元一
斤，他家的因为大小不均、外形不好，
只能卖到5元。“后来明白，果子小是
因为疏果没做好，而果子上的疤痕，
是因为套袋时动作粗糙，手指甲把果
子外皮划伤了”。

这一年失败的农民经历，让张
仕伟决心放下市里的公司，专心回
家种猕猴桃。“农业的账，根本不能
像做生意那样算投入产出，农业有
农业的算法。”

职业培训
他收获了知识和人脉

不做老板，回村下田，这让很多
人不理解。不过张仕伟并没有迟疑，

“就是想把猕猴桃种好，而且相信种
田可以有很好的收益。”

话虽如此，但事情做起来哪有

那么容易。张仕伟买来大量关于猕
猴桃的书籍，有问题时四处求教，请
来了村里有名的种田好手，可是，这
些努力都不是很有效果。

正在被一大堆烦恼缠绕时，张
仕伟得到了一个后来为他解决了
很多麻烦的机会：参加农业职业经
理人培训。2013年，桂花镇农办的人
找到他，推荐他去参加农业职业经
理人培训。“开始时没有多少热情，
可去了马上就觉得有价值。讲师们
讲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
营销等课程，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接
触，甚至没怎么听说过的，从此以
后，才觉得算是逐步迈入职业农民
的行列。”

2013年，张仕伟正式成为农业
职业经理人。“成为农业职业经理
人，成都市政府会给我们出60%的社
保参保费用，这对很多人来说很重
要，最起码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

之后，张仕伟又参加了成都市
农委组织的在成都、北京的农业职
业经理人培训。“市农委在北京组
织的培训班尤其精彩，请来了农业
部和中国农大的很多重量级嘉宾、
教授，讲的内容也正是我们希望了
解的，上课时，根本没有人玩手机，
甚至没有人跑出去上厕所。”

除了培训时收获的知识，张
仕伟说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很多
圈内人。知识和人脉越来越广，张
仕伟种植猕猴桃的很多问题都因
此解决，他去过绵阳学习种植技
术，甚至找到过新西兰华人当面
求教。“通过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
认识的专家和同行，给了我非常
大的帮助。”

成果斐然
他的知识和器械都很专业

现在，张仕伟的快乐农夫家庭农
场种植着60亩猕猴桃，因为产品品质
好，农场2016年毛收入突破了100万
元。同时他还打理着拥有1300亩猕猴
桃的新民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2015年，张仕伟还当上了成都市农
业职业经理人协会彭州分会的会长。

当谈到他这样的农业职业经理
人和父辈传统农民有什么不一样时，
张仕伟想了想说，头脑里的思想、意
识不同。“我们现在种地，要看土壤的
PH值、有机值、盐度值……这些父辈
们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张仕伟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
话：做职业农民、种地“技术性太强”。他
很认真地说：“做农业职业经理人，首
先得有生物学知识、化学知识、园林知
识、管理知识……而且懂得越多，越觉
得有很多东西不懂，需要再学习。”

张仕伟给记者展示了他种猕猴
桃用到的器械，新式的修枝工具是
参加成都农博会时跟台湾企业买
的；给猕猴桃花朵授粉有全套的机
器，花粉烘干、打粉、喷洒全部自动；
还有从日本买来的水果糖分测试仪
器，把果汁挤进测试孔，一两秒钟就
能看到准确的糖分值……

张仕伟的微信签名也很“职业”：
做事先做人，种地先养地。5月12日，
张仕伟在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
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获得年度风云人
物季军。张仕伟说，成绩是过去的，未
来他还有很多计划要在农田上实现。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成都市农委向记者介绍
了近年成都培育农业职业经理
人的方式和效果。据介绍，成都
市农委通过招标确定了四川农
业大学、成都农职学院、成都市
农林科学院、成都大学等高校
为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机构，
2016年全年开展农业职业经理
人新增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
累计培训5000人。

2016年11月，市农委组
织农业职业经理人到中国农
业大学和中国农科院进行为
期5天的提升培训，共培训
120人，组织农业职业经理人
到浙江、山东等先进产业基
地培训36人。

近年来全市开展初级、中
级、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
认定工作。截至2016年年底，
全市持证农业职业经理人达
7134人，其中初级3380人、中
级3606人、高级148人。

据介绍，成都农业职业
经理人培育工作得到了农业
部、省农业厅等上级部门的
充分肯定，受到中央主流媒
体的高度关注，被誉为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的“成都模
式”，2016年农业部继续将我
市确定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整市推进示范市。

种地
很快乐

弃商转农
因为对农业的喜爱

种地
要职业

坚持学习
种地“技术性太强”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对种植、养殖，都
有亲切感，从根子上、心眼里喜欢做这些事情。”

●“做农业职业经理人，首先得有生物学知
识、化学知识、园林知识、管理知识……懂得越
多，越觉得有很多东西不懂，需要再学习。”

市农委：
全市持证农业职业
经理人达71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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