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农业十大亮点

五年一个刻度，洛阳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五年一个跨越，洛阳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民以食为天，农业稳则天下安。“十二五”

期间，洛阳立足“十年九旱”的客观自然条件和

山区丘陵独特的地形地貌，始终把结构调整、

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不断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变对抗性种植为适应性种植，变小而散的家庭

种植为适度规模的统一经营，走符合洛阳实际

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始终坚持把农业产业

化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紧

紧抓住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转型转向的机遇，

面向市场抓农业，用市场化的方法发展农业，

不断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

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201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50亿斤，实现

连续12年增产；农民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是

“十一五”末的1.88倍，增幅连续六年超过城镇

居民收入增幅，年增长率稳定在10%以上；农

业增加值完成236.4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

全省第一；农业产业化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

的60%，农民来自产业化经营的收入占农户

总收入的63%；到2015年底，全市休闲农业项

目总数已发展到3451个，年接待游客585万

人次，年实现总收入26.5亿元。洛阳市被确定

为全省休闲农业发展示范市；从2013年开始

集中农业招商活动以来，全市共签约农业产业

项目344个，总投资达707.35亿，引进了华大

基因、亿阳集团、正大集团、海升集团等一大批

国内知名企业投向洛阳农业领域，先后有7家

涉农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

令人鼓舞的数字背后则是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多发频发的自然灾害下

取得的。可以自豪地说，“十二五”时期的五

年，是洛阳市农业发展加快转型，农村建设持

续提升，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和农民收入快速

增加的五年。这五年被公认为是洛阳农业发

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

时期之一。

春风得意马蹄疾。洛阳上下正厉兵秣马、

再蓄锐气，带着梦想起航，共谋发展新篇章。

洛阳市农业局局长归宝辰说：“面对未

来，洛阳已经做好规划，洛阳农业要以现代农

业发展为核心，以优化农业结构为重点，以实

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现代农业

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

程‘三大工程’为抓手，努力在探索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寻求新突破，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上取

得新进展，在发展现代特色高效农业上获得

新成效，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上拓宽新渠道，

到2020年，洛阳市农业增加值年均要增长

4%，主要农产品加工率要达到 60%，带动

60%的农户从产业融合发展中受益，休闲农

业产值要突破6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以上。为实现洛阳

‘四高一强一率先’的奋斗目标，作出农业战

线的卓越贡献。”

洛阳农民收入大幅增长 2015 年达到

10667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较“十一五”末

增幅达70%，年增长率稳定在10%以上。

粮食生产稳步发展 2015年，全市粮食种

植面积771万亩，总产达到50.7亿斤,粮食总

产、夏粮总产、秋粮总产、全年平均粮食亩产、

夏粮平均亩产、秋粮平均亩产六项指标均创历

史新高。

种植业结构调整逐年优化“十二五”期

间，在旱作区优化调整种植结构，以开展高产

创建活动为抓手，围绕谷子、花生、红薯、土豆、

水果、蔬菜、中药材等作物加大种植业结构调

整力度。截至2015年底，红薯、谷子等耐旱作

物面积分别达到52万亩、45万亩，花生面积稳

定在52万亩。

土地流转总量增加 截至2015年底，全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到235.7万

亩，占家庭承包比例的36%，涉及农户40.2万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组建 截至2015

年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360家。龙头企

业现有员工6.5万人，资产总额达到108.6亿

元，年销售收入138.6亿元。农产品加工企业

598家，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72万户，占

全市农村总户数的52.7%。农业产业化产值

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60 %，农民来自产业化

经营的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63%。全市登记

注册家庭农场263户，农民专业合作社3276

家，基本实现了“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

一地经济，富一方群众”的目标。

“菜、果、药”产量和效益占比提高 截至

2015年底，全市全年蔬菜播种面积达101.3万

亩，全市蔬菜总产量54亿斤。水果面积达到75

万亩，产量 6亿公斤，产值15.9亿元。新发展中

药材5.42万亩，总数达到65万亩。

渔业生产特色更加明显 全市水产养殖面

积45万亩，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06亿斤，水产

行业总产值达到9.6亿元。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 在全市建立了

10个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初步

健全了“二级三层”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

“十二五”期间，全市已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103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149个（总面积

58.4万亩），绿色食品41个，有机食品7个，地

理标志农产品11个。

农业推广技术广泛应用 一是全面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二是示范推广农作物集成

配套栽培技术。三是研制推广秸秆还田探墒

沟播技术。四是区域推广谷子全程机械化高

产高效技术。五是因地制宜示范推广农作物

新品种。六是科学开展病虫监测预警防治工

作。

农业能源环保工作扎实开展。全市累计

发展以沼气、太阳能、液化石油气、电能为代表

的清洁能源户数达到90余万户。

农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十二五”期间，

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3万人，培训具有一

技之长的农民工25万人；完成农村劳动力阳

光工程培训 65789 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9740人。

农业项目投资额度加大“十二五”期间，

围绕农业生产救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农业结构调整、菜篮子、农民科技培训等工作，

共争取部省资金达8亿元以上，每年争取部省

资金均超1.5亿元。 （洛辑）

1.全市粮食生产刷新历史纪录、
农民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

2015年，洛阳以强化农业科技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为总抓手，促进粮食生产稳产丰产，

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50亿斤，达到50.74亿

斤。粮食总产、夏粮总产、秋粮总产、全年平均

粮食亩产、夏粮平均亩产、秋粮平均亩产六项

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15年农民纯收入达到

10667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较“十一五”末

增幅达70%，年增长率稳定在10%以上。

2.牡丹基因组首次测序，创下
“五个世界第一次”。

2015年4月17日，洛阳市政府与深圳华

大基因研究院联合发布洛阳牡丹基因组研究

成果，5项研究成果世界领先：第一次系统进

行了牡丹种质资源研究，摸清了牡丹品种的

“家底”；第一次绘制出牡丹聚类树，厘清了牡

丹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第一次大规模开

发出269万个多态性的SNP分子标记，绘制

了牡丹DNA指纹图谱，牡丹品种有了各自的

“身份证”；第一次定位牡丹农艺性状相关基

因，明晰了分子育种路径；第一次绘制出牡丹

高密度遗传连锁图，为牡丹基因组图谱绘制

奠定了基础。

3.现代农业招商结出丰硕成果。

2015年共签约现代农业招商项目249

个、签约金额381.35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98个，目前农业招商项目已开工216个，

投入资金88.1亿元。

4.洛阳休闲农业获多项全国殊荣。

洛阳市农业局、市旅发委首次开展洛阳

最美休闲乡村、十佳休闲农庄（休闲农业示范

园）命名评选活动。孟津县荣获“2015年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称号；嵩县被

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授予“全

国平安渔业示范县”；栾川县高山渔村被农业

部命名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栾川县

重渡沟管委会重渡沟村、孟津县平乐镇平乐

村、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汝阳县付店镇牌路

村4个村获“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汝

阳县付店镇牌路村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最

美休闲乡村”；栾川县栾川乡、新安县石井镇

获“全省乡村旅游示范乡镇”称号，孟津县会

盟镇成为首批河南省美丽宜居小镇。

5.洛阳农业品牌形象强势上扬。

开展“十佳二十优农业品牌”评审和“讲

述农业品牌的故事”征文活动；举办2015年

中国洛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名优产品

博览会；举办全省优质葡萄品鉴大赛，洛阳获

得4个金奖，13个优质奖；组织参加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加第十八届中国

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6.洛阳三条地方特色鱼同时荣
获农业部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地理
标识数量位居全省榜首。

2015年12月8日，孟津黄河鲤鱼、伊水

大鲵、伊河鲂鱼三个名贵水产品以独有的品

质特色被授予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改写了

洛阳市水产品无地理标识品牌的历史，使全

市农产品地理标识增加至11个，总数位居全

省榜首。

7.全市农业投资快速增长，增速
跨入全省前列。

2015年农业增加值完成236.4亿元，同

比增长5% ，增速全省第一。

农业投资199.9亿元，同比增长22.3% ，

居全省第二位。

8.洛阳市循环农业建设工作跨
入全国前列，沼气入户率全省第一。

在2015年11月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循

环农业现场交流会上，洛阳循环农业做了工

作经验交流。自2007年洛阳被农业部确定

为“全国循环农业示范市”以来，2015年全市

发展沼气用户50.5万户，入户率全省第一。

9. 洛 阳 新 农 民 组 合 荣 获
CCTV2015年度“三农人物”创新奖。

经全国筛选、网络推选、专家评审等环

节，运用物联网技术研发“智慧农业”系统，扎

根农村创办国内首家连锁农场，打造“农村众

创空间”的两位洛阳大学生新农民组合——

“乐活自然园”连锁果园创始人吴迪、张扬荣

获CCTV2015年度“三农人物”创新奖。

10.新安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一
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2015年4月，新安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一

批56个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之一。

（图片提供：王高潮刘小江）

洛阳：现代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唐剑魁

“十二五”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发展成就

专家观点

总体目标：经济发展，结构

优化，品质提升，服务增强，农

民收入增加。

1.农村经济稳定增长，农

民收入不断增加。到2020年，

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15亿元，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7万元，年均增长10%。

2.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稳

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正

常年景稳定在40亿斤以上；蔬

菜总产74亿斤；水果总产10

亿斤；水产品总产1.2亿斤。

3.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

构进一步优化。优势农产品和

特色农产品取得较大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有较大提高。

4.农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到2020年全市建立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基地150个。无公害

基地面积达到150万亩，鲜活

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抽查合格

率达到98%以上，无公害食品、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得到

大力发展。

5.农业科技水平进一步提

高。到2020年科技进步对农

业的贡献率达到55%，科技成

果转化率提高到45%，主要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6.市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每年提高5%左右。

7.主要项目工程

●农业产业化“十群百龙”

扶优育强工程

●休闲生态农业“百色农

庄和百村休闲”工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百

社百场”扶壮育强工程

●新型职业农民“百职万

才”培育工程

●绿色“百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工程

●农业招商融资“百企千

万蓄能增力工程”

●特色农业“百乡百村”示

范工程

●三农创业“百星标兵”、

“百强农企品牌”创建宣传工程

●百姓民生菜篮子保障供

给工程 （洛辑）

党的五中全会推出的“十

三五”规划建议，要求以新理念

引领新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我们必须

准确理解其深刻内涵，科学把

握“三农”工作的内在要求，切

实按照农业发展的规律制定规

划、出台政策，结合当地实际统

筹谋划，做强特色，抓好重点。

首先是粮食生产一刻也不

能放松。粮食生产是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河南打好的四张牌中

的一张王牌。我们千万不要认

为调结构就是减少粮食种植，

粮食多了问题少，粮食少了问

题会很多，而且有可能造成全

局性被动。回顾我们国家的历

史，粮食多的时候少，粮食少的

时候多。有过饿肚子感受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没有饿肚子

感受的人必然越来越多了。但

是，短缺经济时代人们饿肚子

的忍受力较强，因而可以各安

其业，社会也能够在低水准的

稳定之中运行；改革开放30多

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在逐步

富足，生活水准在一步步接近

全面小康中不断攀升，多数人

不可能再忍受得了饿肚子的日

子，一旦粮食生产出现危机，大

的社会动荡必将不期而至，如

果西方敌对势力稍加封锁，我

们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乱象频仍

的困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粮食生产安全战略这根

弦任何时候都要切实绷紧！

其次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切不可急功近利。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要在调整中改，

借改革进行调整，着力于调结

构，以调结构促改革，也就是

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

好果蔬牌，强调“三个好”，意

思是不能进行一般意义上的

调整，而是要本照新的发展理

念、按照改革的思维、追求综

合效益最大化目标。把多的

减下来，比如玉米，不是减少

高产田播种，而是低产田或山

坡地不再种或改种高收益小

杂粮。把收益与效益统筹起

来，比如我们唱好“山水经”，

就要养身与赏心兼顾，不能再

是过去那样的山上种，水里

养，结果是水土流失水源污

染，竭泽而渔不可持续，肚子

没填饱还伤透了心，而是要栽

种得山更绿，养殖不妨碍水清

秀，种养收益之外，还要让青

山绿水为我们奉献经济效益、

风景资源和人文体验，洛阳多

山多河流水库，农家休闲游早

已叫响，这方面的发展可以再

上新台阶。把链条拉伸开，把

产业融合起来，比如农特产品

加工，山区产品不仅能就地转

化升值，农民还能在加工企业

中就业；山区整修美化成为风

景区，农民可在三产中增收；

发展木本油料经济林，建立木

本油料加工基地，林下经济与

涉林经济相互关联，形成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链；都市观光

农业和牡丹种植、牡丹节已是

驰名品牌，孟津的生态农业和

休闲农业已初成规模，还要进

一步做精做强。发展新业态，

把零散要素聚合起来，比如发

展农村电商、发育“互联网+”，

零散的农产品集中销售，发送

到四面八方，山区分散的农民

借助互联网提高组织化程度、

提升合作化水平，降低生产销

售成本，等等，农业的生产经

营结构和农村的社会组织结

构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适应性

调整到位，这样也符合内涵式

发展原则。

另外，精准脱贫一点也不

能马虎。精准脱贫是具有历史

意义的硬任务，要求到2020年

不剩一户、不落一人，脱贫对象

与帮扶责任主体要明确到人，

脱贫指标与具体工作要衔接到

位，扶持贫困户选择增收的路

子、帮助贫困农民掌握致富的

招数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当地

的实际要符合，这对于山区丘

陵为主、有 5 个国家级贫困县

的洛阳市来说，基本上是一次

人民战争大演习，对全局性工

作的促动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

的影响。要深刻认识到扶助农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过程，也

是挖掘农业生产潜力、促进农

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实现

整体脱贫，势将加速区域经济

发展步伐，一个地方的形象将

会得到极大提升。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现实的难题和挑战在时刻警醒

我们，一定要切实增强做好“三

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

忘记农民、淡漠农村。要始终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市工

作的重点，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

设不松劲，确保洛阳在全省率先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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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农业结构
调整发展主要目标

做强特色 抓好重点
□省委政策研究室王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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