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一号文件指出，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全年完成农业农村从业
人员和转移就业劳动力培
训持证任务 50万人次。制
定农业农村领域技能培训
和评价标准，加强高素质农
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突
出抓好家庭农场经营者、农
民合作社带头人培育，逐步
实现农村劳动者应培尽培、
应评尽评、应取证尽取证。
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支持高水平农业高职院校
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打造知
名劳务品牌、“豫农技工”品
牌。③7 （本报记者 刘晓
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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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 今年河南这么干

□本报记者 刘晓波

3月 25日，夏邑县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龙港湾智慧园区空中草莓
馆内，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草莓像一
个个红灯笼一样挂在空中，到处弥
漫着奶香的味道。

草莓馆面积不小，占地面积约
26 亩，种植了约 13 万株草莓。偌
大的场馆内只有五六个人管理，大
部分事情都靠电脑来完成。

场馆内一个又一个“黑科技”，
颠覆了人们对农业的“土”印象。

草莓长在管道里，“喝”的是营
养液。“管道里装的是优质椰糠，保
水性、透气性好，能隔绝土壤中的
病虫害。”负责运营智慧园区的龙
港湾集团副总经理张团结表示，园
区采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杜绝了化
学农药污染，保证绿色食品无公
害，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温度湿度一“键”搞定。草莓
馆内“藏”着密密麻麻的传感器，它
们实时采集温室内部的温度、湿
度、光照等数据反馈到手机端上，
只需要手指轻轻一划，草莓馆内水
和营养液就会自动调节，让草莓保
持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种植的白草莓、圣诞红、雪香

等品种供货大型商超十分紧俏，比
普通草莓价格每斤高出5元左右。”
张团结说。

与空中草莓馆平行的鱼菜共
生馆，同样令人惊奇。

6.9 亩的水培栽培区内，水中
的泥鳅游来游去，水上的小白菜鲜
翠欲滴。“这是一种将养鱼与种菜
结合起来的优化农业模式，养鱼的
水通过机械过滤器去除固体废物
后，经溶解废物的生物过滤器，输
送到水培栽培区。当水穿过植物
生长水床时，植物吸收水中的营养
物质，最后净化的水再返回鱼缸，
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的生态共生效应。”工作人员介绍
说。

目前水培蔬菜的种类有小白
菜、生菜、油麦菜等品种。通过鱼
菜共生，鱼的产量上来了，亩产能
可达30万斤，生产的蔬菜均可达到
有机标准。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加
快发展设施农业，因地制宜发展饲
料大棚、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等设
施。未来，满足人们从“吃得饱”向

“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智慧农
业以其规模化、智能化和标准化提
供了更多可能。③7

智慧农业改变农业“土”印象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日前，《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

施意见》印发。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有哪些亮点？落实省委一号文件将开展哪些工作？省委农办

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宋虎振回答记者提问。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宋虎振解读省委一号文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本报评论员

春意盎然、万物萌发。《中共河

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实施意见》发布，再次为中原田野

乡村送来和煦春风。锚定“两个确

保”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

略机遇，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明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强调

坚决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必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河南是农业大省，习近平总书

记十分关心河南“三农”工作，殷殷

嘱托、寄予厚望：“粮食生产这个优

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实 现 农 业 强 省 目

标”。去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

环境和灾情疫情的叠加冲击，省委

加大“三农”工作力度，坚持党政同

责、齐抓共管，毫不松懈抓好粮食

生 产 ，把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作 为

“十大战略”之一，乡村建设稳步推

进 。 粮 食 总 产 量 连 续 5 年 保 持 在

1300 亿斤以上，神农种业实验室揭

牌 运 行 ，农 业 大 省 做 强 农 业“ 芯

片”……河南粮香在“舌尖上的中

国”流淌，我省“三农”工作实现“十

四五”良好开局起步。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

万事，吃饭为大。世纪疫情和百年

变局交织，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和不确定，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

好、长期向好的势头，但也面临着需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

农业，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做好今年“三农”工作意义重大。

从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

产量到保障“菜篮子”产品稳产供

给再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

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省

委一号文件对提升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能力作出针对性的

部署。在大力推进种业振兴方面，

文件提出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种 业 创 新 平 台 建 设 、种 业 创 新 攻

关、种业企业扶优、良种繁育能力

提升和种业市场净化六大行动，特

别是要重构重塑“三农”领域实验

室体系，进一步凸显我省向科技要

未来的决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 性 返 贫 底 线 ，大 力 发 展 乡 村 产

业，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强化防灾

减灾能力建设，多渠道促进农民增

收，扎实推进乡村建设，改进加强

乡村治理……强优势、补短板、固

根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必将进

一步夯实“三农”工作基础，为实现

“两个确保”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

驭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锚定“两个确保”，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1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记者：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能

力，我省作出了哪些部署？

宋虎振：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
大省，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认真落
实党政同责要求和各项措施，确保今
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稳面积、稳产量、稳政策。全面落
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稳定粮食
产能基础，打造黄淮海平原粮食安全产

业带河南核心片区。落实小麦、稻谷最
低收购价政策，实现小麦、玉米、水稻三
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

持续推动藏粮于地。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
政同责，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
本农田“非粮化”。以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
新建高标准农田 756 万亩，打造 50
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持续推动藏粮于技。大力推进

种业振兴，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种业创新平台建设等六大行动。重
构重塑“三农”领域实验室体系，支持
神农种业实验室创建国家实验室，规
划建设“中原农谷”。提升农业机械
化水平，实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87%以上。

保障“菜篮子”产品稳产供给。
稳固生猪产能，实施肉牛奶牛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抓好肉禽、蛋生产，稳定
水产养殖，积极发展蔬菜生产。

记者：今年我省将采取哪些措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宋虎振：今年，我省将坚持两手
抓，一手抓巩固，完善监测帮扶机
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

精准确定监测对象，确保应纳尽
纳。对每户监测对象明确一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帮扶责任人，开展
精准帮扶。严格把握监测对象退出
标准，规范退出程序，及时稳定消除
返贫致贫风险。

一手抓拓展，兴产业促就业，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促进
脱贫人口稳定增收。

实施田园增收、养殖富民、乡村
旅游等产业发展十大行动，提高财

政衔接资金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以“一户一
人”为底线稳定转移就业，加大对脱
贫人口、监测对象技能培训力度。
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打
造“豫农技工”品牌。扎实开展“万
企兴万村”行动，加大对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支
持力度。

记者：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大

力发展乡村产业。我省在推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考虑？

宋虎振：我省将不断夯实乡村振
兴的产业基础，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从生产型向经
营型转变，往全产业链方向发展。

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全省优质
专用小麦发展到 1600万亩以上，优
质花生种植面积 1900万亩以上，优

质林果种植面积1500万亩以上。因
地制宜发展塑料大棚、日光温室、连
栋温室等设施农业。

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重点
培育面、肉、油、乳、果蔬五大重点食
品产业集群，将一百家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培育成为全产
业链“链主”企业。加快豫酒振兴，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豫酒龙头企
业和知名品牌。以嵩县、温县、禹州

等地为重点，建设一批豫产道地中
药材规范化示范种植基地，做强中
医药业。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打造“一县一业”“一镇一特”“一
村一品”，加快建设周口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加强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
农村延伸，整县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记者：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今年省委一号文

件明确了哪些重点？

宋虎振：今年我省将扎实推进乡
村建设。科学编制乡村规划。立足村
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设，不盲目拆
旧村、建新村，加快编制“多规合一”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

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水平。抓好“1+13”乡村建设行动方
案落实落地，加快县域内城乡基础设
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高质量推进灾后重建，帮助受灾群众
建设美好家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实施“治理六乱、开展六清”集中整治

行动。开展“十县百镇千村”示范建
设，带动引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

持续改进和完善乡村治理。健
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数治
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落实“四
议两公开”制度，扎实开展“三零”平
安创建，培育文明乡风，保持农村社
会大局稳定。

记者：省委一号文件关于农村改

革作出了哪些部署？

宋虎振：我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推进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济源

试点。
稳慎推进巩义、孟津、宝丰、长

垣、新县等 5个县（市、区）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全面推行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一县一省级

开发区”改革。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乡村振兴

“路线图”已绘就，关键是“真刀真枪”
干起来、见实效，奋力开创乡村振兴
新局面。③5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规范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稳妥推进农村改革

夏邑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龙港
湾智慧园区的空中草莓馆。⑨6
受访者供图

内乡县赤眉镇东北川村内乡县赤眉镇东北川村，，万亩油桃花万亩油桃花、、樱桃花樱桃花、、油菜花迎着春风盛开油菜花迎着春风盛开（（33月月2424日摄日摄）。）。
该县该县发展特色种植发展特色种植，，林果业成了群众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林果业成了群众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⑨⑨66 张中立张中立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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