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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之根本，是社会和谐稳定之保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作为粮食主产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河南如何保粮、增效，持续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驻豫全国人大
代表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热议，积极建言。

两会漫议

如今，农村土地流转后，土地收益
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
一项调查 发 现 ，土 地 流 转 后 每 亩 增
收 平 均 在 7% 左 右 ，节 省 人 工 约 为
30% ；从土地产出效益看，通过发展
特 色 产 业 ，流 转 后 每 亩 土 地 收 益 是
流转前的 4~6 倍。土地流转为农民
带来了双收益。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已经进入常
态。以前分散、小块、自发式流转，现
在则多由合作社、企业等形式发起。”
全国人大代表、商丘市梁园区解放村
党委书记乔彬说，转出后的农民不仅
有流转收益，还可以就近到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打工，或外出经商打工，获
得工资性收入。但目前土地流转在信

息对称、利益保障、法律意识、纠纷调
解等多方面需要政府的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漯河市市长曹存
正认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政府应做
好多层次的服务，要坚持三个方面：坚
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规范土地流转
程序，逐步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服
务网络，强化信息沟通、政策咨询、合

同签订、价格评估等流转服务；要坚持
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
和运作新机制，促进土地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流转；要
坚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高标准粮
田建设、农业产业化集群建设为着力
点，加强工作引导，在“依法、自愿、有
偿”的前提下抓好土地流转服务。③6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热议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

满了粮仓更要鼓起腰包
□本报记者 李 红

坚守红线 筑牢粮食生产基础
2014年，克服严重干旱等不利因素

影响，我省粮食总产达到 1154.46亿斤，
实现“十一连增”。3月 5日下午，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
织部部长赵乐际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
时，对河南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大
加赞赏，称“这一成绩真是了不起。”

3 月 7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河南团

审议时，提出河南是农业大省，既是全
国粮仓也是全国厨房。要巩固好的基
础，全力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加快建
设现代农业大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要坚守耕
地红线，保耕地面积，更要提升耕地质
量。高标准粮田建设是我们实现粮食
增产开辟的新途径和重要抓手。”全国
人大代表、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说，

驻马店市有耕地1240万亩，高标准粮田
建成 400 万亩，已经能实现旱涝保收的
面积大约 700 万亩。但目前全市还有
500 多万亩中低产田需要改造，占耕地
面积的 42.6%。建议国家加大投入对中
低产田进行改造，这样仅驻马店就能
增加 12 亿斤的粮食产量，潜力巨大。

粮食生产中，怎样提高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成为关键因素。全国人大

代表、伊川县城关镇南府店村党委书
记张龙安算了一笔账：现在的补贴，每
亩地的粮食直补为 13 元，农资补贴为
96.74 元，良种补贴为 20 元，病虫害防
治为 5 元，四项合计每亩每年补贴为
134.74 元 ，不 及 打 工 一 到 两 天 的 收
入。所以要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并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道路、水利、电力等
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降低农业成本。

拉长链条 增强粮食生产后劲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粮食生产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仅靠粮食生产
不能让农业大省河南成为农业强省，农
民不能凭此发家致富，也就调动不起种
粮的积极性。如何拉长链条，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增强粮食生产后劲，增加
农民收入，引发代表们的热议。

信阳作为革命老区、粮食主产区

和国家生态功能区，目前，全国每 100
斤粮食中就有 1 斤是信阳生产。全国
人大代表、信阳市市长乔新江说，信阳
积极发展粮食深加工产业，对粮食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比如潢川县的黄国粮业，以粮食
贸易促进粮食加工，以粮食深加工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农产品转化增值及

其他产业的发展。运用“公司+农户”
模式，实行订单生产。公司日产精制
大米 300 吨、水磨糯米粉 300 吨，是三
全、思念、科迪、伊利、蒙牛等国内知名
食品生产企业的优良原料供应商。

“解决‘三农’问题，要依靠科技，
在农产品深加工上狠下功夫，拉长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全国人大代表、思

念集团董事长李伟说，目前我省在农
产品深加工上还是缺乏智力支持。例
如韩国、日本等地流行的以大米加工
而成的饮料“米汁”，也进入了中国市
场，但是中国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却
不多，希望政府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
作建立一些研究性项目，为食品加工
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加强服务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现中国

梦，基础在“三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更
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如何让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再次成为代表委员聚焦的话题。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粮食
怎么保？钱袋鼓，干劲足。促进农民增
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切实增加
农民收入，保障农民种粮积极性，才能进
一步促进农业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民收入提高了，才能激活农村消费市
场，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
入。河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农村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提高农民收入任重道远，必须多管齐
下、多策并举，使农民成为体面职业，让
广大农民的钱袋更鼓，底气更足。

围绕“农”字做文章。农业收入在农

民收入中比重最大，要落实惠农强农政
策，推进“三山一滩”脱贫工程，引导农民
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科学间作
套种，积极发展特色高效经济作物,着力
增加种植收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增强带
动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空间。

跳出“农”字做文章。工资性收入是
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点。要大力发
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来自务工的收
入。非农产业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重要渠道，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要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农村
二、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

农民本应该就是一个职业，而不是
一种身份。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是中
央的号召，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要求。未
来，资本下乡、规模经营、家庭农场、逆城
市化等现象都将出现，乡亲的日子越过
越好，粮食生产才更有保障，全民富裕的
小康才能真正达到。③7

“河南既是全国粮仓，也是全国厨
房。”“河南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真是
了不起。”两会期间，河南粮食生产核心
区建设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点赞”。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张“王牌”、一
大优势。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稳定粮
食生产，更是引发了省内干群的热议。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命根子，提高粮
食生产能力，既要坚守耕地红线，保耕地
面积，更要提升耕地质量。自 2012 年
起，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高标准粮田
建设，就是全省粮食生产的“王牌”。

2014 年，鹤壁市粮食产量实现“十一
连增”，其中已建成的 58.29 万亩高标准
粮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高标准
粮田项目区亩均产粮食 1308.9公斤，较大
田亩均增产 126 公斤。鹤壁市农业局局
长金志广说：“近年来，鹤壁实行高标准粮
田和高产创建相结合，并探索建立健全与
高标准粮田相配套的田间工程建设标准
体系、生产管理体系和服务保障机制，大
大提升了粮食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
为充分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促进粮食

持续增产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在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

重挤压下，在连年丰收的高起点上，保障
粮食稳产增产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对
此，省农科院院长马万杰认为：“在农业
发展新阶段，农业必须由粗放经营转向
集约发展，由拼资源、环境、投入转向依
靠科技、创新，要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新
农机研发推广应用。”

“河南粮仓”滑县是名副其实的产粮
大县。2014 年，滑县粮食总产达 28.71 亿
斤，连续 23 年居全省第一，再次被农业
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为走出
产粮大县是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的怪圈，
实现粮食持续稳产增产，滑县正创新思
路，探索粮食生产的新路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农民瞄准
市场调整种养结构，支持农产品加工特
别是主产区粮食就地转化，这对我们今
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滑县县委书记董
良鸿说，滑县将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发展
现代农业，重点培育面品、肉品、果蔬、林
产品产业化集群，延长产业链条，叫响农
业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最终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③6

“深耕细作”
挖掘潜力多打粮

□本报记者 卢 松

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

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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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

两会话题
黄玉清

李士强

加大农业
保险投入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稳定粮食产
量，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万果园商贸集团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黄玉清建议，加大农业
保险投入，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为
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黄玉清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
展，农业保险也逐渐被认可。但有调查
分析表明，相当多的农户对开展的粮食

作物保险并不满意，农业保险不温不火，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策保障水平低。
一些农户因“赔付标准太低，买保险意义
不大”而不愿意参保；二是受小规模经营
模式的羁绊。一些农户觉得自己就那

“一亩三分地”，种植面积小，没有必要进
行保险投资；三是由于对理赔机制的不
了解。有农户反映，农作物受灾以后，向
保险公司报险很费事，也不清楚保险公
司是如何查勘定损界定灾情的，并且还

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赔付款，从而因
“赔付过程繁琐，时间长”而不愿参保续
保。

黄玉清说，虽然农民有了保险保障
是好事，但是真正惠及于民、服务于民才
是把好事办好。她建议，拓宽农业保险
政策覆盖面，推行种粮大户二次保险，提
高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
种粮投入风险，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③10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作为一名来
自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沈丘县冯营乡
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最关心的还是

“三农”那些事。他带来的建议是：完善
和创新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李士强说，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
后出台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粮食直补、农
资综合补贴等一系列支持农业的政策措
施，基本形成了以价格支持为基础、以直

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政策框架体
系，为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推
动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
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土地流转加速
等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一些政策的效
果出现递减现象，效能趋于弱化，在实施
操作上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

李士强建议，进一步完善粮食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主产区的扶持
和财政奖补力度，让粮食生产政治上有

荣誉、经济上不吃亏；加强和完善直接补
贴措施，建立“谁种谁补、多种多补、不种
不补”的机制，使政府补贴与农产品种植
面积或产量挂钩，促进农民多种粮、种好
粮；适度提高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等补贴标准，促进规模生产和经
营；完善补贴操作办法，加强政策执行
的监督管理，加大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
罚力度，确保农民成为真正的受益主
体。③11

创新农业创新农业
支持政策支持政策

本报讯（记者柯 杨）“食品安全是天
大的事，必须源头把关，确保农产品安全。”
两会期间，多位河南团代表委员共同呼吁。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
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
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
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障粮食
安 全 ，包 括 数 量 安 全 ，也 包 括 质 量 安
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副校
长张全国说。

经过多次调研，全国人大代表、辉县
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发
现，使用违禁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
现象在农村依然存在。应该重点加强种

子、农药、化肥的监管，坚决查处高毒高
残留农药、抗生素等违禁药物的使用，优
化农产品生产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
民认为，确保食品和农产品安全，要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推广标准化
种植，统一管理、统一用药、统一检测。

全国人大代表、上蔡县朱里镇拐子
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认为，应加快启
动农产品市场准入和追溯制度，积极
探索农产品产地编码管理，建立农产品
生 产 、加 工 、
经 营 等 环 节
的 信 用 体
系。③9

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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