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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要安全 土地要稳定 农民要体面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上）

【新亮点】2013年，我省粮食生产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142.74亿斤，比
上年增产 15亿斤。至此，我省粮食总产量实现连续 10年增产，连续 8年超 1000亿斤，连续 3年
超 1100亿斤。

【新目标】中国人吃饭要靠自己，河南人吃饭更要靠自己。大力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
建设工程，是我省稳定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基础性举措和保障性措施。到 2020年
建成 6000万亩以上高标准粮田,设计产量年亩产 2000斤以上,产能达到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
划确定的 1300亿斤以上。

【新路径】保粮田，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住，把粮田控制住，将高标准粮田划定为永久
性耕地，保护日益稀缺的耕地资源，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保产量，运用科技成果，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灾减灾能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效益，让农民种粮有利可
图，通过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种粮农
民收入。

省人大常委会已将我省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列入 2014年至 2018年地方立法规划，通过立
法加以保障。③9 （本报记者 胡心洁）

●带上“老乡”共同富裕

【会议亮点】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用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管制、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

【新闻延伸】2013 年郑州蔬菜等农产品检测合格率再次
位居全国首位。郑州市率先在全国实行的农产品市场准入
制度，逐步延伸到肉、禽、蛋、鱼、瓜、果、奶等农产品。

【新年新举措】通过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把
住生产环境安全关；通过控肥、控药、控添加剂，规范农业生
产过程，把住农产品生产安全关；通过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快培育优质食品品牌。③9

（本报记者 卢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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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效益“放大器”

●“大菜园”和“后花园”

【抓手】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

【目标】今年新建高标准粮田 900 万亩

【事实点击】“高标准粮田确实高！”种了一辈子地的西平县农民李祥国告诉记者，过去村里的
地也就能收个五六百斤麦子，现在亩产都在1000斤以上。高标准粮田的麦子品质好，一斤麦子能
比普通小麦市价贵上 1毛多。

【点评】当前，农业生产已进入高成本、高风险、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青壮年劳动力紧缺的“双
高、双紧”阶段，从我省实际看，依靠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的空间越来越小，必须着力在提
高耕地质量和单产上下功夫，通过加快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强
化科技支撑、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③9 （本报记者 党文民）

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条条给力

【会议亮点】调整优化补贴方式，逐步提高补贴的精准
性和指向性，并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
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新闻延伸】中央对我省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越来越
高，2005 年仅有 5.3 亿元，2011 年增加到 15.92 亿元，2012 年
达到 30 亿元，真金白银让这些昔日的“农业大县、财政穷
县”有了更足的种粮底气。

【新年新举措】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现农
民增收与粮食增产同步，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积极推动
新增补贴向粮食生产大县、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在
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
贴试点。③9 （本报记者 卢 松）

河南碗要端河南粮

【会议亮点】农业是弱质产业，必须加大投入扶持力
度。要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通过贴息、奖励、
风险补偿、税费减免等措施带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更多投入
农业农村。

【新闻延伸】2013 年，我省通过建立合理的投资回报机
制，共吸引社会资金 15.9 亿元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效
提高了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新年新举措】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将涉农
信贷投放情况纳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和综合考评体
系，保障县城金融机构存款用于农业农村贷款比例不低于
70%。③9 （本报记者 卢 松）

●惠农补贴：“好钢”用在刀刃上

●政策带动：
吸引社会资金为农业“输血”

【会议亮点】以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减少流通
环节为目标，努力搞活农村商品流通。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
信息化建设，积极推广农批对接、农超对接、直供直销等现代
模式，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新闻延伸】2013 年 12 月 23 日，省供销社农副产品产销
对接项目投入运行。项目通过信息平台与专业合作社进行
生产与市场的快速对接，为入网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销售提
供网络交易平台，进而实现农副产品的顺畅销售。

【新年新举措】加快产销区大宗农产品现代化仓储物流
设施建设，争取 5 年内分批建设 100 个农产品物流园区。充
分发挥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棉花交易市场的作用，积极推
动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品种开发。③9 （本报记者 卢 松）

●打通渠道：农民“买”“卖”不再难

●源头治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四大工程让农业有奔头

【抓手】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

【目标】今年再建设20个以上示范性农业产业化集群

【事实点击】2013 年，我省认定 139 个农业产业化集群，白象食品、好想你枣制品、雏鹰农
牧、思念速冻食品、郑州聚丰水产、金星啤酒等集群成为现代农业产业的“排头兵”。

【点评】建设农业产业化集群是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农
村生产关系的迫切要求。我省将以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为主攻方向，集中力
量发展具有竞争力的重点产业集群。③9 （本报记者 党文民）

【抓手】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

【目标】都市生态农业开好头，起好步，补充城市菜篮子、优化城市环境的同时，为市民提供
休闲观光的去处。

【事实点击】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新郑薛店、孟庄等乡镇大大小小的枣园里都聚满了前来打
枣、郊游的人们。以红枣生产、红枣加工、休闲观光等为主的枣产业，成为新郑市的闪亮“名片”。

【点评】都市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业态，它的发展要开好头，起好步，离不开政府的
规划与指导。

我省都市生态农业布局的重点是省辖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及有条件的县城周边，通过把
都市生态农业规划与产业规划、城镇化规划结合起来，推动都市生态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功能

“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发展。③9 （本报记者 党文民）

【抓手】“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

【目标】抓紧编制实施伏牛山、大别山、太行山深山区扶贫攻坚与小康建设规划和黄河滩区
居民扶贫搬迁规划，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民生工程，大力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

【事实点击】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每年扶贫专项资金有 200 万元左右，但全县年收入在
2300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就有 12 万多人，登记在案的贫困户人口大约是 3.2 万人，县里只能对贫
困户给予每人 4000 元的搬迁补助。

【新年新举措】扶贫工作也要创新思路，把“输血”和“造血”结合起来。突出“转”，引导贫困
地区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向市民转变；突出“特”，宜林则林、宜茶则茶、宜牧则
牧，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本地脱贫；突出“迁”，对难以就近转移就业，又没有条件发展特色产
业的，进行整体搬迁。③9 （本报记者 党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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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增产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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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
参保率

98.3%

新农合
参合率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到280元，重大疾病保障
病种扩大到35个

4第 位

村镇银行
总数居全国

村镇银行新增 14 家，达
到 61 家，实现省辖市全
覆盖

139.7亿元

粮食直补等
补贴资金

139个
蔬菜、瓜果、肉、蛋、奶等产量稳步增长，规模
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6%左右

2013年新认定示范性
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

2.5万个
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 7 万个，
家庭农场总数超过 1.6万个，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迅速

2013年新增
农民专业合作社

7500万亩
2013年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超

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等工程进展顺利，病险水库等除险加固、重要
支流治理、小农水重点县等工程建设扎实推进。
南水北调河南段干线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配套工
程建设全面提速

22.98%2013年
森林覆盖率达

落实生态省建设规划，实施林业生态省建设
提升工程，完成营造林 564.2万亩

5000公里
2013年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

新建、改建桥梁3万延米，改造农村危房23.3万
户，新解决696万农村居民及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制图/刘竞 资料整理/高长岭

□策划 朱夏炎 赵铁军

□统筹 张光辉

□执行 李晓玮 陈 茁

□版式 刘 竞

2014年 1月 13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郭 戈

要闻要闻 3

2013年亮点回眸
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省“三农”领域亮点纷呈：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菜

篮子”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组织发展迅速，现代农业发展雏形显现；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生活状况显著改

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改革

持续推进，土地确权、集体林权、农村金融、城乡统筹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农村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③9

2014年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稳定政策、改革创新、持续发展的总要求，着力夯实农业农村基

础，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新成就，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上取得新进展，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③9

（本报记者 高长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