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头连着农业、农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
市和市民，门类多、主体多、覆盖面广的农产品
加工业，一直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

2017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交出了一份
亮丽的成绩单：企业总数达到3.87万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7986家，共实现营业收入
2.36 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29%，居全国第二位。

近年来，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
展，体量迅速壮大。但同时面临着精深
加工少、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品
种不优、品质不高、品牌不响的问题。推
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被提上了日程。

从2012年开始，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农
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作，重点打造面制品、速冻
食品、乳制品等12类农业产业化集群。目前，全省规
划建设了500多个农业产业化集群，其中省级集群207个，拉长
了农产品加工的产业链。以三全、思念为代表的速冻食品产业
链，以双汇、牧原为代表的生猪产业链，以花花牛、科迪等为代表
的奶业产业链，以灵宝苹果、好想你枣业为代表的特色食品产业
链逐步完善，集群销售收入占全省农产品加工业总收入的50%。

近年来，我省以“五大产业”为重点推进绿色食品业转型升
级，做强肉制品、做优面制品、做精油脂制品、做大乳制品、做特
果蔬制品，促进食品加工业提档升级。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
产值之比达到3.2∶1，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到68%左右，均走在

了全国前列。在全国市场上，饺子、汤圆、火腿肠等
一大批“河南造”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端
上餐桌。

企业个头在迅速壮大。2011年，我省
农产品加工企业 3.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
6385家，实现营业收入 1.32 万亿元；到
2017年，企业总数变化不大，营业额却
增加了约1万亿元。眼下，在河南的农
产品加工企业中，年营业收入亿元以上
企业 3969 家，超 10 亿元的 414 家，超
100亿元的 12家，58家涉农企业在资本
市场上市，一批龙头企业开始引领行业

发展。双汇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
企业，河南华英成为“世界鸭王”，河南永达是

肯德基第二大原料供应商。
农产品加工业的蓬勃发展，像磁石一样，吸引了

众多国内外企业落户。正阳鲁花年产10万吨花生油项目，近
期正式投产；正大集团计划在我省建立10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
基地；鲁花集团计划在新乡建立优质强筋小麦加工基地。漯河

“中国食品城”、永城“中国面粉城”的金字招牌，也越擦越亮。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省着力实施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

品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努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从卖原料向
卖产品、从大粮仓向大餐桌、从创品牌向创标准”转变，力争到
2022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突破 3万亿元，让更多的

“河南造”摆上国人餐桌。

精心谋划，办好全省农民的欢乐节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致敬农民，礼赞丰

收，贫困地区的群众更是不能缺席。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部门立足农业产业优

势和特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坚持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相衔
接，围绕“农”字做文章，深入实施农业产业
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制订“1+N”专项行动
方案，农业产业扶贫取得显著进展。

截至 8月底，全省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 11967个，竣工 10046个；产业扶持措
施落实到位率平均达 92.9%，叠加度达
1.78；覆盖带动贫困人口130万人次。

着力实施贫困地区产业提升工程。引
导“四优四化”向贫困地区发展，拓宽贫困户增
收渠道。截至目前，全省优质专用小麦面积达到
840万亩，覆盖贫困县32个（410万亩）。优质中药材
种植面积稳定在400万亩以上，药材品种2300余种，几乎每个
县均有药材种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扶贫产业。食用菌产
量 530万吨，其中 53个贫困县产量 156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
近三分之一，泌阳县、夏邑县等 22个贫困县逐步形成了较大的
食用菌产业规模。

积极探索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从产业、龙头企业、合
作社、基地、互联网等多角度，完善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等产业化经营方式，推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
农场、贫困户的紧密连接，形成“利益同享、风险共担”利益联结
机制，探索形成长效化扶贫带贫模式。

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各级农业部
门积极利用各类展会、益农信息社、农村电
商，开展农产品上行。推动 21个贫困县在
阿里开通电商扶贫频道，协调苏宁集团与
全省 10个贫困县合作，设立“苏宁易购
电商扶贫实训店”，通过“苏宁易购中华
特色馆”助推农特产品上行。通过产
销对接，将一大批藏在深山中的特色
农产品送进千家万户，提高了贫困人
口经营性收入。

助力实现贫困地区“三变”。农业
部门对贫困地区农村集体土地、荒山、滩

涂、水域等资源进行清理核查、确权颁证，
通过公开招标或折价入股等形式，吸引社会

各类经营主体进行集中开发，推动资源变资
产，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同时，推动资金变股金，

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推动农民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起
来。通过“三变”改革促进制度创新，盘活贫困地区各类资源资
产，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打通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通道。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多地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逐渐落下帷幕，但丰收的故事和喜悦仍在继续。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全省各级农业部门将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四优四化”为突破口，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让丰收的喜悦溢满中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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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传遍中原大地
——我省各地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综述

在洛阳，农民用农作物摆出特殊造型庆丰收

金秋九月，中原大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处

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5000多万中原农民奏响

丰收的唢呐、敲起欢庆的锣鼓、舞出舒心的秧歌，

欢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怎能不欢庆、怎能不歌唱？

长期以来，中原农民的贡献和担当有目共

睹。作为农业大省，河南每年为国家生产十分之

一的粮食，四分之一的小麦，被称为“天下粮仓”；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年营

业收入 2.36万亿元，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被称为

“国人厨房”。

怎能不欢庆、怎能不歌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强农惠农富农的

战鼓更加擂响，新的活力、动力更加迸发。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正在中原大地

日见呈现。

全省上下以“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

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因地制宜、节庆热烈、开放

搞活五大原则办节日，通过各种形式隆重组织开

展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据统计，

目前已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超过350场次，参与

群众超过230余万人。

□本报记者 尚杰

热烈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原阳县，农民用稻田鼓舞庆祝丰收

在兰考县，农民跳起秧歌舞庆祝丰收

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秋分节气的起
源地之一，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大省和粮
食生产大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对于河南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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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多次召开筹备工作会议，听取省农业厅和
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就组织筹备工作进行研究和安排
部署。

省委农办、省农业厅、省文明办、省民委、省商务
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省旅游
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等13个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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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19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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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齐
心协力，要把首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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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上午，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
场活动在新郑市红枣小镇拉开序幕。活动设置了“中原
丰收晒场”“中原农耕文化”“中原大厨房”“中原美丽乡
村”“中原农业科技”“中原话丰收”六大主题板块，通过

“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享丰收、促丰收”等形式，全面
展示我省悠久厚重的中原农耕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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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现场，“中原丰收晒场”建起的“中原丰收仓”

格外引人注意。中原丰收仓以粮仓为形，以五谷、五
果、五畜、五蔬为基础，堆积成由中原特色农产品构成
的标志性建筑“丰收仓”，体现《黄帝内经》中“五谷为
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的精髓，展示粮食
丰收、颗粒归仓，寓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丰收仓高
18 米，寓意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共筑中原丰收大粮
仓。在“中原丰收晒场”，用传统苇席晾晒着全省各地
的特色农产品，五彩斑斓的颜色拼出了一个大大的绚
丽多彩的“丰”字，晒出了中原五谷丰登的美景和广大
农民喜获丰收的心情。

当天上午，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省委常
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穆为民，
副省长武国定等省领导和农民代表一起步入新郑市红
枣小镇，沿途观看古枣林、丰收墙和丰收粮囤，与农民朋
友交流，了解收成情况。在“中原丰收晒场”，王国生、陈
润儿等省领导与农民代表一起为丰收仓“添仓”，为

“2018年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技能大赛”获奖
代表颁奖并合影。随后，王国生等省领导来到农民群众
中间，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大农民朋友送上节日祝福。

美好的祝福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站以及各种
新媒体平台，很快传遍了中原大地的田间地头，掀起
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高潮。

主会场活动喜庆热烈，分会场活动毫不逊色，一样地
精彩纷呈。今年我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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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活动同样在9月23日举办。

在东部分会场商丘市柘城县，一串串火红的辣椒
拼出“丰收中国”的字样，椒农们举办起别开生面的

“辣椒种植王”大赛。
在南部分会场驻马店市正阳县，拔花生、剥花生、

做花生、品花生……一个个以花生为主题的活动让人
眼花缭乱，现场呈现出一派丰收祥和的欢乐景象。

在西部分会场三门峡市灵宝市，数万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和嘉宾，与当地农民一起，举行了苹果采
摘节活动，漫山遍野的红苹果待人品尝。

在北部分会场新乡市原阳县，500名黄河鼓手在
1000亩稻田间随号令而动，鼓声震人心魄，上演了一
场精彩绝伦的“黄河鼓魂”大型稻田鼓舞大赛。

N个系列活动则以农产品采摘、农事体验、民俗
表演、技能比赛、美食品鉴、特色农产品展示、电商促
销、农民体育赛事、文化教育、乡村旅游为主。

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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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明办组织
开展了文明村镇系列宣传实践活动；省民委结合民族运
动会举办了丰收项目比赛活动；省商务厅举办农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省林业厅组织开展了薄皮核桃采摘节等活

动；省文化厅组织开展了非遗展示、广场舞大赛、农民艺
术展等活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开展了“丰收大中
国”融媒体大直播，举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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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一年一度的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省旅游局与省农
业厅、省总工会联合组织开展了“丰收伏牛山——社会
团体公益游伏牛”系列活动；团省委动员广大团员青年
和社会青年团体举办了农产品采摘、技能比赛、农事体
验、乡村旅游等活动；省妇联动员全省妇联和妇女参与
庆丰收活动；省文联举办了中原民间工艺、手艺展示和
以丰收为主题的书画、木版年画展等活动。

另一方面，是全省各地组织开展的活动。郑州市
在荥阳市举办了河阴石榴文化节；洛阳市在孟津县举
办了河洛农业晒秋节；安阳市在内黄县举办了红枣文
化节；鹤壁市举办了庆丰收文艺晚会；焦作市举办了新
庄大枣采摘节；许昌市在鄢陵县花博园举行了文化旅
游节；平顶山市举行了田园丰收嘉年华活动；南阳市举
行了庆丰收颁奖晚会；濮阳市在濮阳县举办了黄河明
珠社区乡村文化节；信阳市在新县举办了农业、文化、
旅游节；周口市在川汇区举办了文化旅游节……

在今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省每个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和涉农的县（市、区）都组织了节庆
活动，5000多万中原农民在田间地头庆丰收、晒丰收、
话丰收、享丰收，欢声笑语洒遍中原大地每一个角落。

农业的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这让
农民的欢声笑语、欢庆活动有了坚强支撑。

近几年来，我省各级农业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
“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牌”、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
合”等重要指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切实把现代农业发展好、把广大乡村建设好，让农民有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
彩中谱写我省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篇章。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登上新台阶。201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1194.64 亿斤，占全国的近 10%，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26.7%。今年全省夏粮总产量 722.74亿斤，为历史上第 4个超
过 700亿斤的高产年份，夏粮总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推进高标
准粮田建设，累计建设高标准粮田 6042 万亩，占总任务数的
94.8%，粮食产能稳定在1200亿斤以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创新局面。2016年下半年以来，
我省开始布局以“四优四化”为重点的种养业结构调整，大力发
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着力推进全省农
业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省政府
专门出台“1+6”工作方案，推动“四优四化”扎实推进。2017年

我省秋播优质小麦840万亩，2018年要达到1200万亩；今年花
生种植面积达到2200万亩，同比增加300万亩，增幅15.3%；优
质林果 1259 万亩；肉牛 572 万头、肉羊 1682 万只、奶类产量
212.9万吨，畜牧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四优四化”已经成为全省
农业提质增效的突破口。

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新提高。农业科技发展成效显著，小
麦、玉米品种选育水平名列全国前茅，花生远缘杂交育种跻身
于世界先进行列。全省农业领域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34项，居
全国前列；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7%，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59.1%。农机装备更加优良，2017年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
达 1.02亿千瓦，同比增加 330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80.8%，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

农业在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17年全国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和首届农业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议在我省郑州举行，连
续二十一届的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举
行，集中展示了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新成就。农业品牌建设取得
新成效，信阳茶叶、灵宝苹果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信阳
毛尖入选全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正阳花生、新乡小麦、郑
州黄河鲤鱼、南阳黄牛入选全国百强区域公用品牌。

上下联动，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

提质增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创新局面

转型升级，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发力

产业提升，助力脱贫攻坚

自 2018年起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

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为9月23日

●9月23日

●“1+4+N”
我省首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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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坚持农民主体办节日

2. 因地制宜办节日

3. 节俭热烈办节日

4. 开放搞活办节日

目前已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超过 350场

次，参与群众超过230余万人。

●四大原则

●350场次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

现年营业收入2.36万亿元，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2.36万亿元

201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1194.64亿斤，

占全国的近 10%，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26.7%。

●1194.64亿斤

截至 8 月底，全省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1967个，竣工 10046个；产业扶持措施落实

到位率平均达92.9%，叠加度达 1.78；覆盖带

动贫困人口130万人次。

●11967个

在新郑红枣小镇，农民在丰收仓前庆祝丰收

在灵宝市，农民和游客一起采摘苹果庆丰收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期间，中原大地随处可见丰收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