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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中原农民满意的丰收节
——河南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刘保仓就有关活动情况答记者问

记者：目前来看，农民丰收节活动多、持续时间

长。组织开展好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应注意哪些问题？对办好丰收节有哪些原则要求

和指导意见？

答：组织开展好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主体办活动。“中国农民丰收节”，顾名
思义，农民是主体、是主角，农民广泛参与是庆丰收的
关键。通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引导指导，组
织开展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密切相关、农业文化传
承久、农民参与度高、群众基础广、社会影响大的民俗
表演、农事体验、赛会活动、庆典仪式等，推动群众自
愿参与、自发组织，让农民在“庆丰收、晒丰收、话丰
收、享丰收、促丰收”中享受到节日的快乐，让农民真
正成为节日的主角。希望媒体朋友们多宣传、多鼓动
农民群众就近就便参与到活动中来。

二是节俭热烈办活动。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
又要避免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决不能因节庆活动
增加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形成节俭朴素、欢庆热烈
的节日氛围。要确保各项活动安全。

三是开放搞活办活动。要用开放的思维办节
过节，把“中国农民丰收节”打造成为综合性的节
日，既属于农民，也属于全社会,通过广大农民庆丰
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丰收、全民参与享
丰收、电商促销促丰收等各具特色的活动，让全社
会、全民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与快乐。“中国农民丰
收节”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各地要注意发挥大型
电商、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等市场主体的作
用，以农产品为主，举办丰收购物节，线上线下相结
合，开展农产品营销促销活动，突出贫困地区和特
色优势产区，助力优质农产品进万家，打造庆丰收
全民购物节，通过培育节日市场、扩大丰收节社会
影响，帮助农民丰产增收。

今年9月23日(农历秋分),全国将迎来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精心组织，切实把

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各项活动办好。省农业厅等13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

作的通知,并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

导委员会,加紧筹备一系列节庆活动。日前,河南省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刘保

仓,就我省丰收节有关活动筹备进展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尚杰

办好丰收节
展示“三农”新成就

记者：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意义重大,

全社会都很关注,请您介绍下我省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总体安排。

答：今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具体时
间为 9月 23日，考虑到全省地域、民俗、农事
特点，特别是农产品收获时间的差异，全省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是“1+
4+N”方案，即 1 个主会场活动，4 个分会场
活动，同时举办若干系列活动。其中，主会
场活动和分会场活动于 9月 23 日丰收节当
天同时举办，若干系列活动从 9月初至 9月
底，结合当地实际，择机举办。为便于农民
参与，更加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生态，全省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原则上安
排在乡村举办。

记者：首届举办，主会场活动备受关注。

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设在什么

地方，为什么这样安排？

答：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
设在黄帝故里——郑州新郑市红枣小镇。

新郑是中华根脉之地、华夏文明之源和
人文始祖黄帝故里。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
时期，新郑地区率先进入以原始农业为主的

氏族社会；5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新郑进
入黄帝族时代，是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核心
地带。红枣是轩辕黄帝最早发现、命名和指
导种植并传承至今的中国原产农产品，是中
华传统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新郑红枣已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好想你”更是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品牌，中华枣乡风情
游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届，红枣文化节已连续
举办了十六届，具有农民广泛参与的基础和
社会影响力。9月是红枣成熟的季节，此时庆
丰收、晒丰收，让农民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
展现当下红红火火的日子，在这里举办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有利于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增强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

记者：在 丰 收 节 当 天,与 主 会 场 同 步 进

行的 4 个分会场都在哪里,分别有哪些特色

活动？

答：今年，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共设立 4个分会场，主要是从东南西北区
域分布和农产品种类的代表性等方面考虑。

北部分会场设在新乡市原阳县，举办中
国“黄河鼓魂”大型稻田鼓舞大赛活动，代表

粮食产业。原阳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 25
万亩左右。“黄河鼓魂”大型稻田鼓舞，由 500
名黄河鼓手在1000亩稻田间随号令而动，鼓
声震人心魄，凸显出农业丰收、农民喜庆的宏
大场面。

南部分会场设在驻马店市正阳县，举办
花生采摘节活动，代表油料产业。正阳县是
我省唯一一家以花生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县，花生常年种植面积约
150万亩，“正阳花生”是中国百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近年来“君乐宝”“鲁花”等全国
知名品牌企业纷纷落户正阳，形成了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西部分会场设在三门峡灵宝市，举办苹
果采摘节活动，代表水果产业。灵宝市苹果
种植面积 90万亩，果品产业链从业劳动力达
50万人，“灵宝苹果”为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9月份也是灵宝苹果的成熟期、采
摘期，漫山遍野的红苹果具有极强的丰收感。

东部分会场设在商丘市柘城县，举办小
辣椒采摘节活动，代表蔬菜产业。柘城县小
辣椒常年种植面积 40万亩，产值 20亿元，市
场年交易额超过 60万吨，辣椒产业从业人员
15万人以上。

上下联动，主、分会场共庆节日2

记者：要扩大“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影响力和带

动力，离不开广泛的宣传报道。请问在报道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过程中，需要聚焦在哪些方面、

把握好哪些问题？

答：关于宣传报道工作，这里谈两点建议。
一是把握好宣传重点。就是要围绕“中国农民

丰收节”，重点宣传省委省政府推动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农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我省现代农
业发展新成就、农村改革发展新变化；宣传各地在
保障粮食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调整
优化结构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宣传新时代中原
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庆丰收的喜悦之情，讲好丰收背
后的故事；宣传传承中原农耕文明的生动事例，弘
扬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宣传坚持农民主体、节俭
热烈办节庆的生动事例。

二是统筹好宣传的时间节点。就是统筹把握
节前、节中、节后各个时间节点，开展综合系列报
道。节前主要是宣传造势，通过新闻发布、开设专
栏、集中采访、制作片花等多种形式，围绕为什么办
节日、具体如何办等开展宣传和解读，报道各地先
期举办的活动情况。9月 23日突出当天的活动报
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联动，以动态
报道、系列报道、专题报道、活动花絮、农民及“三
农”人物专访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主会场和
分会场活动盛况，营造节庆成功举办、农民幸福喜
悦的浓厚舆论氛围。节后要做好后续报道，盘点宣
传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分会场以
及各地相关系列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把活动的精
彩镜头集锦起来，把活动的精彩故事讲述出来，把
广大农民投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激情干劲鼓动
起来，进一步扩大提升河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记者：今年全国将迎来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大省、

粮食生产大省，请谈谈举办“中国农民丰收

节”有关活动对河南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答：当前，全省上下正在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按照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河南要推进“四个着
力”、打好“四张牌”、坚持县域治理“三起来”、
乡镇工作“三结合”等重要指示精神，各行各
业都在解放思想，担当作为，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新篇章不懈奋斗。在这样的关键时
期，组织开展好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有关工作，有利于弘扬我省悠久厚重的农耕
文化、展示我省“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激发全省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为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不竭动力。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发端。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农业农村发
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始
终牢记习总书记关于粮食生产是河南一大优
势、一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的殷殷嘱
托，扛牢压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粮食产能跨越 1200亿斤大关，占全国 1/10，
其中小麦常年产量在 700亿斤左右，占到全
国四分之一强。结合河南实际，作出了以“四
优四化”为突破口，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决策部署，大力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
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积极推动布局区域
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推
进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7986 家，实现营业收入
2.36 万亿元，占全国的 11.6%。农民收入达
到12719.18元，增长8.7%，比全国高出1.4个
百分点。我省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
色发展、现代农业、农村改革、乡村治理等方
面都取得显著成效，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
展，农村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办好我省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以充分展示我省现代
农业发展新成就、农村改革发展新变化、中原
农民新创造，凝聚加快推进我省农业农村发
展的磅礴力量。

记者：要把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各项

活动办好，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精心组织。请

谈谈我省是如何加强对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有关工作的组织领导的？

答：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
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今年为 9月 23日。这是第一个在国家
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
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对全社会
传递出的重农崇农的价值取向。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精心组织，切实把我
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各项活动办好。武
国定副省长主持召开我省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筹备工作会议，听取省农业厅和有关部
门工作汇报，专题研究有关组织筹备工作，对
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省农业厅会同省委农办等 13个部门和
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指导思
想、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内容、责任分工
等，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科学谋划，把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办成
农业的嘉年华、农民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
展、文化的大舞台，真正成为农民的节日，让
全民全社会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省直有关
部门和单位联合成立了河南省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农
业厅，主要职责是组织指导全省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有关活动，协调解决重大事项，推
动形成良好节日氛围，扩大“中国农民丰收
节”在全社会的影响力。

记者：目前,各部门、各地市对“中国农民

丰收节”反响强烈,纷纷谋划各自的节庆活

动。除了主分会场的活动外，我省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还安排了哪些系列活动？

答：若干系列活动，就是我们所说的“1+
4+N”活动中的N。这些系列活动，是各地各
部门结合实际在 9 月份一个月内陆续开展
的。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我省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有关成员单
位组织开展的活动。比如，省文明办将组织
开展文明村镇系列宣传实践活动；省民委将
结合民族运动会举办丰收项目比赛活动；省
商务厅将举办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省林业

厅将组织开展薄皮核桃采摘节等活动；省文
化厅将组织开展非遗展示、广场舞大赛、农民
艺术展等活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将组织开
展“丰收大中国”融媒体大直播、举办《希望的
田野上》——河南省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大型电视文艺晚会；省体育总局将启动一年
一度的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省旅游局将组
织开展“丰收伏牛山——社会团体公益游伏
牛”系列活动；团省委将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和
社会青年团体举办农产品采摘、技能比赛、农
事体验、乡村旅游等活动；省妇联将动员全省
妇联和妇女参与庆丰收活动；省文联将举办
中原民间工艺、手艺展示和以丰收为主题的
书画、木版年画展等活动。

二是全省各地组织开展的活动。比如，
郑州市将在荥阳市举办河阴石榴文化节；洛
阳市将在孟津县举办河洛农业晒秋节；安阳
市将在内黄县举办红枣文化节；鹤壁市将举
办庆丰收文艺晚会；新乡市将在原阳县举办

“稻香荷韵”农民戏曲大舞台；焦作市将举办
新庄大枣采摘节；濮阳市将在濮阳县举办黄
河明珠社区乡村文化节；商丘市将在宁陵县
举办酥梨采摘节；信阳市将在新县举办农业、
文化、旅游节；周口市将在川汇区举办文化旅
游节；驻马店市将在确山县举办板栗节等
等。今年是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每个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和涉农的县（市、区）都将
组织开展活动。

精彩纷呈，各地都有特色活动3

农民为主体
节俭热烈庆丰收

宣传助力
讲好丰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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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排练舞蹈庆丰收

孟津县举办采摘节庆丰收 正阳县举办花生节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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