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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化祎 刘红涛

蒸花馍，割年肉，年的味道在家家户户忙碌
的烟火气息中浓起来。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
2020年河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了。

“仓廪实，天下安”。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南“三农”工作十分关注，念兹在兹：无论是
3月8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
团审议，还是9月16日至18日在河南视察，都对
河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提出
殷切希望。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大省，2019年
河南“三农”工作走过不平凡的历程。牢记总书
记的谆谆嘱托，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总方针，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农村事业蓬勃发
展、农村大局和谐稳定，“三农”出彩出新、亮点
频发，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在中
原大地徐徐铺展开来。

丰粮仓保供给 粮食安全与现代农业相统一

瑞雪兆丰年。元旦后的一场大范围雨雪天
气，让唐河县源潭镇振群家庭农场负责人乔振
群连声叫好：“有了这场雨雪，小麦丰收有基础
了！”去年老乔的2000多亩优质小麦全部订单销
售，优麦优价，一季下来收入近百万元，种地“种
出”了好日子。

2019年，我省粮食总产 1339.08亿斤，其中
夏粮产量749.08亿斤、全国第一，对全国夏粮增
产贡献率达到 44.9%。我省粮食生产在高基点
上再获丰收，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作出了

“河南贡献”。
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我省不断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为抓手，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一年来，我省加快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以“四优四
化”为重点，抓好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等十大优势农产品基地建
设，围绕面、肉、油、乳、果蔬五大产业开展五大行动，启动建设30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构建国家、省、市三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

猪粮安天下。我省生猪稳产保供有序开展，生猪产能下滑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连续 3个月环比“双回升”，禽肉和
牛羊肉产量稳定增长。全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达
到 4429个，越来越多的河南优质粮油、蔬菜、水果、水产品、畜禽产品
不断丰富全国百姓的餐桌。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说，如今的河南不仅仅
是全国的“米袋子”，更是不断丰富着全国百姓餐桌的“肉案子”“菜篮
子”“果盘子”“奶瓶子”，我省正逐步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
统一，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提颜值添气质 美丽乡村绘就多彩画卷

冬日暖阳下的泌阳县郭集镇邢庵村安详静谧，大叶女贞、红叶石
楠点缀在道路两旁，公厕、太阳能路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美丽的环
境让村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我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幅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协调发展，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正在绘就。

一年来，我省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加快建设森林河南；启
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全面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85%的县建立城乡一体化保洁机制，9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
效治理，完成改厕305万户，成功创建人居环境示范村1287个。与此同
时，我省以农业循环发展促进“生产美”，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4年负增
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

经过一年的创建，我省1287个人居环境示范村都达到了环境美、
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乡村”标准，成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示范标杆。

当下的中原广大农村，面貌在不断美化，气质也在不断提升。我省把
夯实基层基础作为乡村振兴的固本之策，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和公共服
务下乡，加快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行政村通硬化路率、通客车率
均达到100%，农村宽带网络更加普及，农产品网上销售额突破200亿元。

用好改革法宝 农民增收致富添动力

1月 13日，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道李庄村的村室内熙熙攘攘，
村民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当天，该村村级集体经济年终盘点，全村
2000多名持股村民，人均领到了2万元分红。

“做梦都想不到，农民还能领到分红。”村民翟秀珍拿着存折开心
地说，村里发展越来越好，得益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用好改革这个法宝，乡村振兴活力不断迸发。围绕农民增收，去
年我省聚焦农民和土地、农民和集体、农民和市民的关系，着力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深入推进农村改革，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目前，
我省已经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60%以上行政村完成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目前，全省有农民合作社18万家、家庭农
场 5.2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8.8万个，有效带动小农户对接大市
场，提高了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民增收的渠道更加稳固。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困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画上句号。河南也
将和全国一道，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站在历史的交汇点，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补上全面小康“三农”短板，我们的目标更加清晰，态度更加笃
定。让我们以决战决胜的信心、乘势而上的决心和久久为功的恒心，以
尺寸之力积千秋之功，交上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三农”答卷。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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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英华 陈慧

今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作为全国农业大
省、农村人口大省，我省将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
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动摇，坚定不移筑牢“三
农”压舱石，和全国人民一道圆梦全面小康。河南大有
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1月 16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聚焦
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
域短板两大重点工作任务，为2020年“三农”工作勾画
路线图，吹响冲锋号。

确保全面小康成色——
举全省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是全面小康的重中之重，是今年必须完成的
硬任务。我省未脱贫人口还有35万人，剩下的都是贫
中之贫、坚中之坚；52个未脱贫村中，深度贫困村达35
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会议指出，要
举全省之力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以更大
力度、更精准举措攻城拔寨，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任
务。对未脱贫人口超过 5000人的 20个重点县市，组
织精锐力量帮扶，进行挂牌督战，确保逐一销号。

要切实提高脱贫质量，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严把贫困退出关，多措并举抓好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帮扶，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
帮扶，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扶贫工作将从集中攻
坚转向常态化帮扶。要及时研究接续推进减贫工作，
选择率先摘帽、目前已经稳定脱贫的县开展试点探索，
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

筑牢乡村振兴基础——
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

对标全面小康目标，我省“三农”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需要补上。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最基本的需求、
最急需的短板问题，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农民增收、生态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够完善是全面小
康最直观的“落差”。今年，我省将重点抓好农村交通
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从少到多、从有到优的转变。加快推动
公共服务下乡，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实现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全覆盖，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18年
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3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2020年，我省将多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会议提出将从三个方
面补短板。一是做好乡村规划编制实施工作，统筹考
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
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有序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到年底实现有条件的村庄应编尽
编。二是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注重从源头控
制农业面源污染，把乡村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和绿色动能。三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会议要求，各地要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
治理、农村厕所革命等重点工作，持续实施“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确保如期完成任务。会议强调，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一定要立足实际、注重实效，尊重群众意
愿，不能简单分指标，不能简单压任务，不能简单比进
度，确保把这项工作办实办好。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着力建设现代农业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会议要求，
2020年，我省要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
方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不断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我省将继续扛稳扛
牢粮食安全重任，稳定粮食生产能力。

会议提出，今年要做到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确保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5亿亩以上、口粮面积稳定在
9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持续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全年新建高标准农田660万亩。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仍然是今年农村经济工作的重
头戏。会议要求，要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与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生态条件、产
业基础，调整优化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加快
形成结构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的农业供给体系。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坚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创造条件、认真谋划，
继续以“四优四化”为重点，加快建设十大特色农产品
生产基地，持续推进种养业转型升级，探索走出一条质
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特色农
业发展之路。

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在提高畜牧业质量效益
的同时，要保障生猪等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实“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强化县级抓落实责任，采取综合措施，加
快恢复生猪生产。要大力落实春节期间猪肉保供稳价
措施，确保市场供应。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还要做好延伸产业
链条这篇大文章。

农产品加工业是我省两个超万亿元的支柱产业之
一，贡献了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的26%、利润的
35%、税收的36%，提供了150余万个就业岗位。

今年，我省要把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作为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
抓手，继续发挥河南在速冻水饺、汤圆、休闲食品等方
面的优势，支持粮食主产区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促进农产品产业链条向精深加工的下游延伸，实现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三产融合，往往会带来乘数效应。会议要求，要以
产业深度融合为方向，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载体，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农业生产、经营、
流通方式，加快推动农业由单一种植向种、养、加、销全
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与冷链物流、电子商务、休闲旅
游、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等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随着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群众不仅要求吃得
饱，还要求吃得好，吃得绿色、营养、健康。我省将坚定
不移走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之路，把优质“产
出来”、把安全“管出来”、把品牌“树起来”，推动我省农
业加快实现由增产导向到提质导向、由总量扩张到质
量提升的根本性转变。

会议指出，做好今年的“三农”工作，要加强党对
“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
策，抓好农村重点改革，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形成推动

“三农”工作强大合力。③9

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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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一定要深刻
认识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以“军令如山”的责任感和“背水一战”的使
命感，不松劲、不懈怠，一鼓作气、铆足干劲、
尽锐出战，举全省之力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
期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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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 “三农”这样干

未脱贫人口还有 35万人
52个未脱贫村，其中深度贫困村 35个

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大力推进
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
务改善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下乡

织密兜牢农村社会保障网

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

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

大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

精准落实惠农政策

做好乡村规划编制实施工作

加强农村
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

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商城县里罗城村美如画 王天定 摄

中原大地中原大地，，沃野千里沃野千里

聚焦2020年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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