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丰农稳质量更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又是一年丰收季，遍地金黄谷满仓。”
秋收时节的三晋大地，风景如画，瓜果飘
香。一片绿、一片红、一片黄，在山西省广
灵县，人们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
举办了多项丰收节农耕文化活动。近年来，
当地大力发展谷子产业，谷子种植面积达 5.5
万亩，“东方亮”谷子最高亩产达 1100 斤，
“广灵小米”单品最高售价达每斤 48 元，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粮食连年丰收是 “十三五 ” 农业成就
的集中体现。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如
果用个通俗的说法，“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就

是要为全国人搞饭、为农村人搞钱、为城里
人搞绿。近 5 年来，以高标准农田为基础、
以粮食生产功能区为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产
能保障格局基本建立；农牧渔结合、种养加
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基
本构建；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基本稳定，化
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畜禽粪便、农作物
秸秆、农膜资源化利用目标基本实现。

粮食基础更扎实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
策，提高早稻和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我们种
粮积极性很高。
”
看着丰收的稻田，
江西省萍乡
市上栗县鸡冠山乡三垅村种粮大户易祖文脸
上挂满了笑容。
“前几年，春怕旱、秋怕涝。随
着基础条件改善，
如今渠相连、水畅通，
农机下
地更方便。”今年，他种植了 130 余亩水稻，预
计亩产 1100 余斤。上栗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 22.5 万余
亩，预计产量达 2.14 亿斤。
“十三五”期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总
产量站稳在 1.3 万亿斤台阶上，实现了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近年来，谷物产量
占粮食总产量的 90%以上，谷物自给率超过
95%，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稻谷和
小麦两大口粮产需有余，自给率超过
100%，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
黑土地是最肥沃适宜农耕的土地，然而，
“用多养少”使黑土地发生了严重的营养流失
问题。为挽救黑土地，
吉林省梨树县探索保护
性耕作已有多年。
“春天苗出得好，
秋天抗倒伏
能力还强。大旱年间，1 亩地打粮高出普通农
户 200 斤。”梨树县宏旺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张
闻镝说。秋收前，黑土地上玉米长势喜人，他
感慨道:
“以前这地板结严重，
现在根系都能扎
到 1 米多了，
一铲子下去能看到蚯蚓。
”
东北黑土地保护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
要方面。
“近年来，全国每年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 8000 万亩以上。截至 6 月底，今年全国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4338.5 万亩，占年度
任务量的 54.2%。”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
司司长郭永田说，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
粮。各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到
“十三五”末，全国建成 8 亿亩高标准农田，
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础。

乡村产业更均衡
如果说粮食是种植业的基础，那么生猪
和奶业则是畜牧业的重点。
“畜牧业的重点是
稳生猪和兴奶业，稳生猪就是要在优化生猪
生产布局的同时，支持发展规模养殖场，稳
定猪肉供给；兴奶业就是要种好草、养好
牛、产好奶，加强奶源基地建设，全面振兴
中国奶业。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
海说，近年来，我国着力推进以生猪和草食
畜牧业为重点的畜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在
畜牧主产省份率先实现现代化。
高温奶、巴氏奶、酸奶、奶酪……走在
城乡市场里，产品种类齐全、市场供应充
足，牛奶已成为日常消费品。中国工程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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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江西省吉水县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井冈柚稻产业综合体全自动智能
工厂化育秧中心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
稻秧生长情况。
廖 敏摄（中经视觉）
图② 9 月 15 日，内蒙古呼伦贝尔
扎兰屯市大河湾镇，村民在晾晒沙果
干。
韩 冷摄（中经视觉）
图③ 9 月 25 日，甘肃张掖甘州区
乌江镇大湾村农民正在耕作。当日，乌
江镇 3000 多亩旱稻和“黑芒稻”开镰收
割。
王 将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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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生命力在于“新”
乔金亮

农虽旧业，其命维新。以 5 年为一个周
期，观察中国农业，更容易得出这一结论。近
5 年来，各地围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 3 个重点，坚持生产、生活、
生态协同推进，坚持优产能、
调结构统筹兼顾，
妥善处理好农业生产、农民增收与环境治理、
生态修复的关系，现代农业取得长足发展，总
体实现了
“十三五”
规划所要求的目标。
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建立，
为现代农
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十三五”期间，我国现
代农业发展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转型基础更
坚实。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改善，
农产品供给充
裕，农民发展规模经营主动性不断增强，为现
代农业提供不竭原动力。二是市场空间更广
阔。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多样化、优质化农产
品和农业多种功能需求潜力巨大，为农业发展
增添了空间。三是创新驱动更有力。农村改
革持续推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

待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农
业升级注入强劲驱动力。
展望“十四五”，农业现代化的内外部环
境更加错综复杂。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背
景下，部分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
凸显。优质化、专用化农产品发展相对滞后，
确保供给总量与结构平衡的难度加大。在资
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农业发展方式粗放
问题日益凸显。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耕地
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投入品过量
使用。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背景
下，农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日益凸显。劳动
力、土地等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主要农产品国
内外市场价格倒挂，我国农业面临大而不强、
多而不优问题。
继续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需要增强三大动
力，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科技创新、
培育
新型主体，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挖掘科技潜
力、激发主体活力。当前，农村改革的主线仍
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要深化以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重点的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农业发展
的根本动力，
围绕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两个方
面，尽快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
术和模式。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使
其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和引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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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中国奶业协会会长李德发说，“十三五”
期间，我国现代奶业格局基本形成。目前，
全国奶牛规模养殖比例达到 61.4%，奶牛平
均单产 7.4 吨，单产 9 吨以上的高产奶牛超过
200 万头，规模饲养成为奶牛养殖主力军，
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挤奶。奶牛吃的是配方
料，喝的是干净水，睡的是软卧床，分散养
殖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
产业升级的同时，新业态也层出不穷。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
息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说，我国农业发展
经历了从以人力畜力为主的 1.0 阶段，到能
自如运用化肥农药的 2.0 阶段，到以机械化
作业为主的 3.0 阶段，再到数字技术加速向
农业渗透的 4.0 阶段。农业 4.0 阶段的特点就
是智慧农业，近 5 年来，信息化与农业深度
融合，农产品的标准体系和物流体系逐步健
全，农民动动手指、划划手机，就能搞生
产、卖产品。
过去，原字号农产品卖不上好价钱，关
键是产业链条太短、融合层次太浅。农业农
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分析，要推
动传统种养业转向高效农业，从“提篮小
卖”转向现代流通。一方面，要纵向延伸农
业产业链条，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
产连前端。另一方面，要横向拓展农业功
能，兴办“农业+”新业态，在农业中融入
工业、旅游、康养、文化等现代产业要素，
促进产业融合、区域统筹、主体协同。

农业发展更可持续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鱼欢水清，近年
来，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在各地走红，全
国推广面积接近 3500 万亩。“稻渔综合种养
充分挖掘生物共生互促原理，促进了稻田种
养环境和土壤质量的改善。”2016 年起，浙
江大学农业生态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陈欣持
续多年对稻虾共作开展跟踪调查。最新研究
结果显示，由于鱼虾粪便等营养物质被循环
利用，氮肥平均投入比水稻单作模式减少
33.63%；由于鱼类捕食稻谷的害虫，农药使
用量可减少 50%以上。
今年 6 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结果显示，全国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总氮、
总 磷 分 别 为 1067.13 万 吨 、 141.49 万 吨 、
21.20 万吨，比上一次普查结果分别下降了
19%、48%、26%。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会理事长余欣荣说，数字背后是我国农业正
在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农业绿色发展制度
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起来,农业发展方式
更绿了。如今，绿色兴农之路越走越宽广，
农业正在重回绿色的本色。
以 化 肥、 农 药 为 例，其为保 障农产品
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施用过多也影响
到了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推进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
举措。今年“三夏”时节，山东寿光市一
家农业公司的技术员董乐忠与一家养牛的
农民合作社谈妥购买 1000 吨有机肥。这些
肥料是用来种菜花的。两年前他开始用有
机肥做底肥，复合肥使用量大大减少。没
想到化肥减了量，蔬菜的产量并没少，品
质也有了提高。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
长王久臣说，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在 175 个
县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在 600 个
县开展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在 150
个县开展果菜茶全程绿色防控试点。
“2019 年
我国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 39.2%，比 2015
年提高 4 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为 39.8%，比
2015 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总体看，化肥农
药施用量连续 3 年负增长，有望实现到
今年底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 40%的
目标。
”

有 400 头羊，大伙儿的积极性都很高。”广安区
消河乡消河村党支部书记周明海说。
“养了这么多羊，
能卖得出去吗？”
部分村民
的疑虑陆续传到薛景与同事的耳中。为了给农
户吃下
“定心丸”
，
两区经过探索，
建立由两地合
资成立的广安浔鑫农业公司，配套建设集湖羊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屠宰、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食品加工园，
并
形成按保底价收购成品羊的联农带农机制。由
一头湖羊值多少钱？
全产业链条，
做大做强了产业。
万头湖羊原种羊基地提供羊羔，通过湖羊农场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鳌山村农民李红英这
多年前，
广安区有不少农民养殖山羊，
但没
养殖商品湖羊，此后利用食品加工园生产和销
样算：养湖羊前，与老公在家里一年收入不到 2
有形成规模。相比而言，湖羊的产仔率和体重
售品牌羊肉。
万元。今年到湖羊基地上班两个月，已经拿到
是普通山羊的两倍，效益更好。湖羊产业成为
“不仅引入了湖羊全产业链，
还有现代农业
了 5000 元工资。李红英负责在基地打扫羊粪、
南浔区帮扶广安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次实践。 经营理念，这条产业致富路会越走越宽。”广安
喂饲料。
“ 老公身体不好，孩子小，有了这份工
首批 110 头湖羊抵达广安区后，
仅半年时间便成
区常务副区长张建超说，通过全域发展湖羊产
作，
家里负担减轻很多。
”
李红英说。
功繁殖 100 余头湖羊。此后，
又建成 4 个湖羊基
业，
结合龙安柚、柠檬、枳壳、中药材等本地优势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驻广安的挂职干部薛
地，
引入优良品种湖羊 1100 头。
产业，创新“秸秆—湖羊—有机肥—果林”的种
景算了一笔账：一头 80 斤的肉羊可以卖 1800
建立基地后，当地多个村建成 75 个湖羊
养生态循环模式，利用
元左右，扣除成本净赚 1000 元。按照分成，贫 “幸福农场”，明确贫困群众、村集体、合作社按 “ 公 司 + 村 集 体 + 贫 困
困户可以拿到 600 元。同时，当地也建起了集
6∶2∶2 的比例分红，调动了乡镇、村集体和贫困
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
将
湖羊繁育、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湖羊
户的积极性，目前已有 60 个村参与。
“村里已经
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湖羊养殖串起特色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