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看到河南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
的同时，也要正视河南在粮食生产中存
在的深层次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河南农
业基础依然薄弱，抗灾减灾能力较弱，靠
天收成普遍存在；人多地少矛盾突出，郑
州许昌漯河等地耕地后备资源已近枯竭，
持续提高粮食产量的可能性减弱；种粮成
本上升较快，农民比较收益较低，种粮动
力不足；农业生态环境脆弱，部分耕地质
量退化，污染严重，地力下降；农业科技的
普及率仍然较低，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农业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亟须提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河南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十三五”时
期国家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中，国家应继续加大对河南粮食生产的支
持力度，确保中原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应进一步支持河南高标准粮
田建设，保障粮食生产持续稳产高产。
建设一批稳定的具有明显优势、抗灾能
力较强和农业生产基础良好的高标准良
田是确保粮食产能的重要措施，也是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基础。
河南从 2012 年开始的高标准粮田“百千
万”建设工程，每年以大致 900 万亩的速
度推进，目前已完善和建成高标准粮田
4602 万 亩 ，占 全 部 规 划 任 务 的 72% 。

2015 年，高标准粮田建成区夏粮平均亩
产比全省夏粮平均亩产高 15.3%；秋粮平
均 亩 产 比 全 省 秋 粮 平 均 亩 产 增 加
15.2%。高标准粮田为河南粮食生产核心
区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十三五”时
期，为进一步发挥这一支撑作用，除了继
续完成高标准粮田建设规划外，必须巩固
和提高已建成的高标准粮田的质量和水
平，保持和不断提高其持久的粮食生产能
力。这就需要国家和河南省持续加大投
资力度，进一步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良
土壤，强化田间管理，也需要充分利用现
代农业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如加快推进高标准粮田的气象保障
工程，加快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实现
高标准粮田的信息实时查询和动态管理。

第二，应进一步支持河南大规模农田
水利建设，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近年
来，河南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
金，完成了一大批农田水利项目，对稳定
和增加粮食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全省的农田水利设施水平与“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的要求相比，与现代农
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地方农田水利设施
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基本不能发挥作
用。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河南省委提出了
要“把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点，到 2020 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8100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
到 0.62”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国家在支农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继续
给予大力支持，根据高标准粮田的分布和
地理条件，加强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划
和立项，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同
时，应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大中
型灌区建设及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大型
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重点加强水源建设、节水灌溉建设，改
善现有的农田灌排条件，建成一批控制性
水源工程，增强水资源控制能力，不断提
高粮食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三，应进一步加大对河南中低产
田改造的支持力度，挖掘河南粮食增产
潜力。河南中低产田约占全省耕地面积
的 68%，主要分布在三门峡、洛阳、南阳、
驻马店、商丘等地。这些耕地灌溉条件
差、土壤盐渍化面积大，用养失调、土壤肥
力低，耕作粗放、草害严重，环境脆弱甚至
污染突出。在高产田有限且增产难度加
大的情况下，改造中低产田使其成为“第
二粮仓”，是今后河南增产关键，也是粮食
增产的潜力所在。国家应在资金、技术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河南中低产田改造的
支持力度，通过最新科技成果改良土、种、
肥、机械及实施物联网全产业链技术集

成，消除制约耕地生产力提高的主导因
素，加快改善中低产田的农业生产基础设
施条件，改善农业的生态环境，以提高耕
地的生产能力，实现粮食绿色增产增效。

第四，应进一步支持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推广体系建设，发挥科技对粮食生
产的重要支撑作用。“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的实施，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农业
科技的创新、推广和应用，加大农业科技
创新推广体系建设。目前，河南省农业
科技创新推广已经形成网络，并在粮食
增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更好地发挥
农业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必须
进一步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强化农
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统筹协调
各类农业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
构建高效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农科教
紧密结合；完善科研立项和成果转化评
价机制，强化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促
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加快农业科技创
新能力条件建设，加强现代农业产业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突破生物育种、农
机装备、智能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
技术。健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
业科技推广体系；对基层农技推广公益
性与经营性服务机构提供精准支持，引
导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农技服务。

第五，应进一步支持提升农业机械
化和农业信息化、智能化之间的融合水
平。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推进
实施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是“藏

粮于技”的直接体现，通过工业技术对劳
动等投入要素的替代，可实现农业生产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
涵盖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和
遥感技术以及智能化工具等多项信息技
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河南应从本
地实际出发，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
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的
融合水平，尤其在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和精
准农业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先进农业技术
的应用，增强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要建设 500 个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 70%左右，应当大力支持河南
省的产粮大县进入示范名额。

第六，应进一步加大对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的支持，适应粮食发展新战略新
任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实
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者队伍，必须有高素质的新型职业
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河南作为全国第
一农民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民整体科技
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从事粮食生产的
劳动者多是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他们
的思想观念、知识、技能不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需要。“十三五”期间，我国每年将培
训百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
技术人才，在全国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
作室、1200 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养
1000 名高技能人才。对于河南这样的农
业农民大省，国家应该给予名额倾斜，同

时还要继续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和支持力度，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第七，应尽快落实耕地轮作休耕制
度试点，探索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新途
径。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在河南考
察时指出：“要立足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
心区这一目标和任务，在提高粮食生产
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
优势。”河南作为拥有一亿多亩耕地的产
粮大省，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发展、耕地
面积扩大难度大的背景下，要在国家粮食
安全中作出新贡献，就必须努力开辟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的新途径。“十三五”规划

《建议》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
度试点。”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的河南，应该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积极在生态条
件较差、地力严重受损的地块和区域统筹
规划，有步骤实施轮作休耕试点，先行先
试，积累经验。要深刻认识到，在一定技
术水平下，土地地力是有限的，长期高负
荷运转，掠夺性使用土地，土壤得不到休
养生息，势必影响粮食持续稳产高产。河
南粮食产量同全国一样保持了“十二连
增”，在当前粮食供给相对宽裕、粮价下跌
的背景下，实行耕地轮作休耕试点，有利
于地力恢复，也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真
正实现“藏粮于地”。

（执笔：省委党校 焦国栋 廖富洲
张廷银 贺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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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厚植河南新优势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十
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认
真践行“粮食生产是最大的政治”的光荣使命，粮食生产连跨台阶，实现十二连增，为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十三五”时期，随着中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实施，也必将
在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三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在粮食生产上要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一战
略具有丰富的内涵。

“藏粮于地”的主要含义，一是要坚
守耕地红线，“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
地”，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保有足够的粮
食种植面积；二是要通过不断提高耕地质
量和土地生产力，实现粮食生产稳产高
产，保障土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
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
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
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主要载体，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基础。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
国情，加之一些地方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
大，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土壤退化、
面源污染加重，导致耕地质量偏低，已成
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因
此，我们既要保障一定数量的耕地红线不
能逾越，也要保障耕地质量和粮食生产能
力不断提高，实现藏粮于地、以丰补歉。

“藏粮于技”的主要含义，就是要依靠农业
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走提高
粮食单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科技是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农业技术进步是耕
地刚性约束背景下稳定提高粮食产能的
根本出路。目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难

以为继，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更多
依靠科技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持续稳
定发展的新阶段，提高粮食单产，实现“三
网”配套，提升农田排灌能力、农机作业能
力、耕地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
现代农业等，都必须靠不断创新的科学技
术来保障，“藏粮于技”是粮食生产的必然
选择。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真正实现
藏粮于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
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

由此可见，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通过提高耕地生产能力，

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粮食产能，实现粮食
生产可持续增长，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出
发，立足长远的战略考量，是符合我国国
情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中
央对确保粮食产能的高度重视，凸显了
新形势下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
调整，较之于以前的藏粮于库的办法要
更积极、更长远、更主动，是建立我国粮
食安全和农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客观
要求。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粮食价格
走低，国内粮价下跌、库存增加较多、仓
补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对调节粮食供求
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储
存和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等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粮食
是河南人的命根，也是河南人的图腾，更
是河南人的自豪。河南用占全国 1/16 的
耕地，生产了全国 1/4 多的小麦、1/10 的
粮食，除满足全省 1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
向国家贡献 400 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及其
制成品。在全国人端的 10 碗饭中就有
1 碗来自河南，每食用两根火腿肠，就有
一根来自河南“双汇”，每两个速冻水
饺，有一个来自河南“思念”，每 5 个汤
圆，有 3 个来自河南“三全”，等等。长
期以来，河南牢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
托，认真践行“粮食生产是最大的政治”
使命，在粮食生产上创下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使河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粮仓
和国人厨房，彰显了一个农业大省的责
任担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特
殊贡献。

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种植面积
不断增长。河南省把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和提高土地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
持守住耕地红线不动摇，确保耕地质量
不断提高，实现了耕地面积连续 15 年占
补平衡，稳定在 1.23 亿亩左右，耕地面积
居全国第三位，小麦种植面积连续 12 年
增加。截至 2015 年底，河南省耕地保有

量高出国家耕地保护指标 360 多万亩。
为了确保粮食生产，河南省加快高标准
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和中低产田改
造，目前已经建成 4602 万亩高标准粮
田，完成中低产田改造 1200 多万亩，大
大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粮食稳
产增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见图表一、
二）。

粮食产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实现
了“十二连增”。2005 年以来，全省粮食
产量连续 10 年超千亿斤，连续 5 年超
1100亿斤。2015年更是迈上了新的台阶，
夏粮总产量突破 700亿斤，达到 702.36亿
斤，比上年增长 5.2％；秋粮突破 500亿斤，
达到 511.06 亿斤，比上年增 5.01％；粮食
产量突破1200亿斤，达到1213.42亿斤，比
上年增长5.11%。在2000年到2010年间，
河南粮食产量连续11年居于全国第一位，
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也一直占据 10%的
比重，是全国名副其实的产粮大省（见图
表三）。2011 年以来，虽然黑龙江省粮食
产量超过河南，但河南自身粮食播种面积
仍在不断增加，粮食总产不断刷新历史纪
录，粮食单产也在不断创出新高（见图表
四）。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既为全省“十
二五”时期农业生产画上圆满句号，又为

“十三五”时期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农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为粮食连
年增产插上了翅膀。科技扎下根，黄土
变成金。科技是粮食生产的潜力源。一
条适合省情的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
总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省粮食生
产在高起点上实现新突破提供了强力支
撑。“十二五”时期，农业科技创新成效显
著，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项 37 项，全省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6.6%，主要农
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农技服
务体系基本形成，规划建设 1031 个乡镇

（区域）农技站。2011 年以来，河南通过
省级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 300 多个，仅
2015 年就审定了 7 种主要农作物 60 个省
级新品种；近 30 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国
家审定。小麦、玉米品种选育水平居全
国前列，先后有 4 个品种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在中低产田改造和提升耕
地地力方面，河南省先后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13 项，软件著作权 13 项，授权实用
新型专利 9 项。农业科技创新既为河南
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提供了重要的
支撑，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
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指出，粮
食安全要警钟长鸣，粮食生产要高度重
视，“三农”工作要常抓不懈。河南的粮

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
不能丢。要立足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
区这一目标任务，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
破。河南时刻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的重要讲话牢记在心中，始终把维护粮
食安全作为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把粮食
生产作为河南一张王牌、一大优势着力
培育，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
突破。

根据河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
和《河南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
施方案》，到 2020 年，河南省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达 650 亿公斤以上；主要农作
物良种实现全覆盖，有效灌溉面积达
8100 万亩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 85%以上；60%以上耕
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社会
化 服 务 覆 盖 80% 以 上 的 农 户 ；建 成
6369 万亩高标准粮田，率先培育成全
国优质小麦生态功能区、多种形式适
度规模经营示范区、农业发展方式转
变先导区，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展望未来，河南必将继续打好粮食生
产这个王牌，不辜负中央和全国人民
的期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更
突出的新贡献。

粮食生产始终是我们的一张王牌2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考量

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需要国家多方支持

图一：河南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2011—2015）

图二：河南小麦播种面积及产量（2011—2015）

图三：河南粮食产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2011—2015）

图四：河南粮食单产及增长率（2011—2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