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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财政部统计显示，近5年平均粮食产量

大于4亿斤
的县级行政单位，列入常规产粮大县

在此基础上，近5年平均粮食产量

位于全国前100名的县

则是超级产粮大县

在我省

唐河、固始、滑县等9个县
是超级产粮大县

常规产粮大县有95个之多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李英华

5月 28日，星期二，晴。

傍晚，唐河县源潭镇党坡村，234

国道边上，廖文应和妻子正在收割机

驾驶室里休息。

每年 5 月下旬，南阳盆地小麦成

熟，老廖就会来到唐河县。他的家在

甘肃省庆城县驿马镇夏涝池村。“现

在路好，700 多公里，10 个小时就到

了。”廖文应说，他今年 53 岁，这条路

已经走了十多年。

“河南是产粮大省，唐河是产粮

大县，这里的麦子又先熟，当然要来

唐河了。”廖文应说。

唐河有耕地 245 万亩，今年种小

麦 205 万亩，预计小麦产量达 19.86

亿斤。“今年麦收时节，全县有大型联

合收割机 3000 多台，其中外来收割

机 1000 多台。”唐河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杨立新说。

老廖的这台收割机是他购买的

第四台，2016年买第一台收割机时花

了 8 万多元，割台有 2.6 米宽，每小时

能收割七八亩地。“这个机器好，马力

大，速度适中，不抛洒麦粒。”廖文应

对他的收割机很自豪。

驾驶室内安装有空调，还有计亩

仪，干了多少活，一目了然。记者看

到，驾驶室里简单地搭了两块板子，

堆了床小被子，这里也是老廖和妻子

的“卧室”。“人躺下，腿也伸不直，没

办法，就这么凑合着吧。”老廖有些无

奈，“不过，只要能挣上钱，辛苦也不

怕。”

“今年唐河的麦子好，品质高，因

为天旱，小麦秆短、脆，一下就割下来

了，不会缠在机器上。收获季节天气

晴好，有利于收割。”老廖说，前两年

收麦时老下雨，麦子容易倒伏，地也

湿，收割难度大，每亩得 50 元以上。

但他也坦言，今年生意有点不好做，

路上都是收割机，天气好，村民不急

着 收 麦 ，来 了 两 三 天 只 收 割 了 150

亩，“每亩收费 40 元，仅柴油就得消

耗十五六元，还要给经纪人 5元。”

每年来河南收麦，廖文应对河南

印象很好，“河南人好，朴实、善良，我

愿意来啊。”

廖文应说，他年轻时在太原当

兵，战友中有不少是河南的。他的女

儿也在河南读书，马上要毕业了。

在南阳盆地收完麦子，廖文应下

一站去平顶山，一路向北，然后到洛

阳、三门峡，离开河南后直接回甘肃

老家。“河南的麦子割完，我老家的麦

子也就该收割了。”廖文应说。③5

□本报记者 李英华 高长岭

5月 27日，唐河县源潭镇党坡村，天空
瓦蓝瓦蓝的，一丝云彩也不见，振群家庭农
场千亩高产示范方内金黄色的麦浪滚滚，
一阵风吹过，成熟的麦子“沙沙”作响。

“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农场负责人
乔振群轻轻抚摸麦穗，黝黑的脸笑成一朵
花。“昨天收麦子，这样的地最多一亩能打
1400多斤呢。”他小心地揉搓麦穗，吹去浮
皮，黄澄澄的麦粒滚圆饱满。“你看，今年有
些干旱，但是我们管理跟得上，及时浇水施
肥，所以小麦品质高，不完善粒少，能达到
二级麦标准。”

说话间，老乔联系的两台大型收割机
来到地头。机器轰鸣而过，不多时，地里只
留下短短的麦茬，收获的麦子像流水一般
注入到拉粮食的车里，堆成小山。“我种的
是‘新麦 119’，属于高产强筋品种，亩产平
均能达1100斤。销路也不成问题，跟南阳
一家企业早就签了订单，每斤能卖 1.25
元。”老乔说。

老乔今年48岁，2009年返乡创业开始
种地，目前家庭农场一共流转了2900多亩
地，其中 2000亩种了小麦，比去年足足多
了600亩。粗略算下来，今年老乔能打200
多万斤麦子。

为啥小麦扩种了 600亩？他说，县里
经常组织像他们这样的种粮大户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明确要求河南要扛稳粮食安
全这个重任，这些最新精神及时传达给了
他们。去年扩种小麦，原本是想着大田作
物经济效益有保障。学习之后，信心就更
坚定了。“总书记对咱们省的粮食生产寄予
厚望，咱也不能掉链子是不是？”老乔侃侃
而谈，“我们能做的就是多打粮、打好粮，保
障粮食安全，看我们的！”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唐河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杨立新说，“确保重要农产品特
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首要任
务，也是我们超级产粮大县的担当。”唐河
有 245 万亩耕地，小麦种植面积达 205 万
亩，去年夏粮总产达 19.54亿斤，是名副其
实的超级产粮大县。截至当天下午 5点，
该县已收割超过八成，预计这两天就能全
部收割完毕。

超级产粮大县是个啥概念？财政部统
计显示，近5年平均粮食产量大于4亿斤的
县级行政单位，列入常规产粮大县；在此基
础上，近5年平均粮食产量位于全国前100
名的县，则是超级产粮大县。在我省，唐
河、固始、滑县等 9个县是超级产粮大县，
常规产粮大县有95个之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
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目前，我国的粮
食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基础
仍不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申延平说，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
省，河南用全国 1/16的耕地，生产了
全国 1/10的粮食、超过 1/4的小麦，
201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29.8亿斤，
每年向省外输出原粮及制成品约 400
亿斤，“尤其是在口粮生产上，我省位居全
国第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压舱
石’的作用。为国人的饭碗装上更多优质
河南粮，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我
省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优势所在”。

中原千里沃野，8600万亩小麦丰收在
望，一幅火热的“三夏”画卷正由南向北，徐
徐展开。③3

“保障粮食安全，看我们的！”

一路向北，进发
麦收纵贯线

5 月
27日，宁陵
县行政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
员向即将出征的
农机手免费发放
跨区作业证，讲解农
机跨区作业安全知
识。⑨6 吕忠箱 摄

5月 28
日，在社旗县
太 和 镇 宋 庄
村，农民正驾驶
小麦秸秆捡拾打
捆机在田间回收秸
秆。⑨6 申鸿皓 摄

5 月 26 日，淮
滨县固城乡农民抓

住晴好天气抢收小麦，
确保颗粒归仓。⑨6

王长江 摄

5月27日，在唐河县源潭镇田庄村，农民操作机械设备收割小麦。近日，我省小麦陆续开镰收获。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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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杨银鹏 申鸿皓

“这两天，俺通过盛安合作社已
经回收存储小麦秸秆近 20吨了。”5
月 28日，社旗县太和镇闫店岗村养
牛大户唐林山看着饲草仓库里码放
成山的小麦秸秆，心里的石头总算
落了地，“今年的牛不愁‘伙食’了。”

今年麦收前，太和镇政府委托辖
区的盛安生态农业合作社，在全镇 8
个行政村设立了 12个秸秆回收点。
连日来，盛安合作社利用 20多套小
麦秸秆捡拾打捆机，出动近百台运输
车辆，轮班换岗，昼夜作业，开足马力
回收小麦秸秆。

“合作社负责免费帮群众回收秸
秆，方便播种秋作物，农民朋友们都

很欢迎。”该社负责人盛磊介绍说，回
收的小麦秸秆一部分供应周边养殖
场当饲料，一部分送到县里的发电厂
做燃料，另外还联系了内蒙古、宁夏
等牧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
小麦能回收 200—250公斤秸秆，需
要投入人工、机损、运输等成本70元
上下，而 1吨秸秆能卖 500元左右，
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小麦秸秆通过回收利用，变废为
宝，生“金”变“银”，不仅让参与的企
业获得了收益，也让农民从中得到了
方便和实惠。太和镇程庄村村民程
相俊就从秸秆回收中找到了“生财门
路”。他和朋友搭班，开着自家的四
轮拖拉机转运秸秆。“一天能运四五
百捆，一个麦季下来，能挣好几千
元。”程相俊说。

为破解全县85万亩小麦秸秆禁
烧难题，今年社旗县变以往“预防式”
禁烧为“消化式”引导，在大力推广小
麦秸秆回收技术的同时，还出台相关
政策支持秸秆回收再利用。小麦秸
秆粉碎还田或打捆清运回收的，县财
政每亩补贴2元；每设置一个收储点
并敞开回收小麦秸秆的补贴500元；
购置秸秆粉碎机、打捆回收机，除享
受国家正常农机补贴政策外，县财政
另外给予国家标准 50%的累加补
贴。

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乔玉亭
告诉记者，全县257个行政村共设立
300多个秸秆回收点，今年小麦秸秆
打捆清运回收面积将突破 90%，小
麦秸秆回收创造的综合价值将会超
过6000万元。③9

小麦秸秆生“金”变“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