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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

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

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

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

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

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

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

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生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
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并强调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
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9月 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外、大

江南北，稻浪随风起伏，玉米长势喜人，

田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在四川考察粮食生产时指出：“我们有

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乌克

兰危机、极端天气频发等背景下，我国

夏粮实现增产，秋粮克服多重挑战，丰

收有基础、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

政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牢

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带领亿万人民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今年粮食问题备受关注。国际粮

价高位波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去年

秋汛造成我国三分之一的冬小麦晚播、

长势复杂。粮食压舱石能否稳得住，直

接关系经济基本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

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

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

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

撑。

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最

大的国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对“三农”工作和粮食生产、粮食

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三农”工

作阐释了五方面重大问题，将“确保我

国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强调“我国是个

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重要部署，强调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发展阶段

“三农”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在牢牢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方面，总书记指出：“我

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

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今年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

充裕功不可没，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从 2013年至 2022年，连

续10个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三农”

工作，围绕抓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

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

为做好今年粮食生产，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中央财政分三批累计下达补贴

资金400亿元，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

的种粮增支影响；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分

赴田间地头，推动小麦促弱转壮；农业

农村、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加强会商

和预警、因地制宜抗旱减灾……

春去秋来，夏粮产量在去年高基数

上再增产，秋粮丰收在望，有力检验了

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证明了我国

有措施、有能力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10年来，各地各部门严守18亿亩

耕地红线，加快良田建设，完善水利基

础设施，推动现代种业和农业机械化发

展，构建保障机制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

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有关部门制

定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规定配套考核办

法，推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共同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各地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走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之路。

10年来，我国粮食产能再上一个千

亿斤新台阶，越来越多绿色优质粮食产

品摆上百姓餐桌。2021年粮食产量连

续第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

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

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国家仓廪充

实，为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夯实了根基。

“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秋日的松辽大地，金风送爽，丰收

在望，洋溢着黑土地的芬芳。吉林省梨

树县梨树镇泉眼沟村，路边“田长制”公

示牌高大醒目、内容清晰：从县级总田

长到乡镇田长再到村级田长，姓名、职

务、联系方式、职责、目标，一目了然。

东北是世界主要黑土区之一。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踏上梨树

县的黑土地，在一片玉米地里同农业专

家细细攀谈，深入了解黑土保护的“梨

树模式”。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

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

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我国耕

地家底并不丰厚，占世界9%的耕地，要

养活世界近 20%的人口，人地关系紧

张是基本国情。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

产的命根子。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

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

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

府耕地保护责任，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

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

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严格落实党

中央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2019 年 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永久基本农田”取

代了原来的“基本农田”，体现了永久保

护理念。

去年 12月，自然资源部通报 100

起涉刑土地违法案件，涉及 31个省区

市，包括企业法人代表、投资者等 160

余名自然人入罪获刑。

耕地保护，既要守住红线，也要提

高质量。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

个重要抓手，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提高

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

高产稳产。这个决心一定要下，该拿的

钱一定要拿！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

件大事来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

东北黑土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

产基地，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

一，粮食商品率高，是保障粮食市场供

应的重要来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

今年6月，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

黑土地保护法诞生。从初审到三审通

过，“小快灵”的立法实践仅用半年时

间。除了为黑土地保护立法，各地还加

强土壤监测、设立“田长制”、采取保护

性耕作方式、增施有机肥，多措并举守

好大粮仓。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土地管理

法及其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基本

农田保护条例等为核心的耕地保护法

治体系；民法典、刑法对耕地保护进行

了明确规定；加快制定中的粮食法也强

调耕地保护。

（下转第二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本报记者 孙雅琳仵树大

今天，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漯河市临颍县皇

帝庙乡商桥村举行。

走进临颍县、舞阳县、郾城区的高

标准农田，成片的玉米、大豆籽粒渐满，

豆荚臌胀，即将迎来收获。

漯河市位于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粮食年深加工能力达到600万吨，全市

食品产业年营业收入达2000亿元，占

河南省的六分之一、全国的六十分之

一；2021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9973元，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3亿元。

稳粮保供与增收增效如何做到有

效统一？在漯河可以找到答案。

漯河市构筑的“三链同构、农食融

合”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稳粮保供与

调整产业结构难以兼顾、农户种粮与农

民增收难以两全、种粮大县大多是财政

穷县的难题，在粮食主产区树立了样

板、作出了示范。

“第一车间”建在广袤田间

9月 8日，在舞阳县泥河洼16万亩

高标准农田里，65岁的马湾村村民马

国河刚刚结束了一场观摩。“用玉米三

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清茬、开沟、播

种、施肥、铺滴灌管一次完成。老百姓

种地省时省工不受罪。”

漯河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史

有来说，玉米三角定苗密植，具有通风

透光、不易倒伏的优点，每亩可种植玉

米5000~7000株，“市乡村振兴局和市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联合中国农科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建立2700亩的试验示范

方，每亩玉米多种1500多株，亩产由过

去的600多公斤提升到去年的817.2公

斤，今年有望突破850公斤。”

全国劳动模范、舞阳县东红农机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闫跃东，种了1260亩

的大豆和玉米，其中400亩玉米采用三

角定苗密植，铺设了滴灌管。

“能减少三分之一的施肥量，每亩

只需要施用 50~60公斤肥，水肥一体

化滴到玉米根部，还能节省三分之二的

浇水量。”闫跃东算起了账，“一个小时

只用5度电，农业用电一度4毛钱。以

前浇地一亩要三个小时，使用柴油的成

本就得40元。”

在郾城区庄店乡，种粮大户赵哲峰

的660亩大豆和玉米，就位于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里。

艾瑞德500米大型平移式喷灌机、

人工增雨炮、小气候信息采集器、孢子

捕捉仪等，让赵哲峰种地增收多了底

气：“今年小麦一斤卖到 1.53元，总共

收入110万元。种一季小麦，一年的种

地成本就顾住了。等 340 亩玉米和

320亩大豆收获后，就是纯利润了。”

2021年，漯河市优质专用小麦种植

面积123万亩，优质小辣椒常年保持在40

万亩以上，成为豫中南地区最大的小辣椒

产销基地；生猪年出栏300万头以上，猪

肉产量23万吨，均居河南全省前列。

漯河市把农田和养殖场作为“第一

车间”，围绕食品企业原料供应需求，在

舞阳、临颍两县和郾城区都创建了国家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市现

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和

品牌农产品生产基地总面积64.8万亩。

同时，漯河立足粮食安全生产，积

极推广多种高效稳粮增收建链农业，比

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小麦、

花生轮作模式，大蒜、早茬玉米轮作模

式，小麦、西瓜套种模式，烟叶+甘薯套

种模式，早春大棚马铃薯、叶菜类蔬菜

轮作模式等，以绿色高质高效引领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稳粮增效增收。并

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

产业园，重点培育面制品、肉制品、休闲

食品、大健康食品、果蔬饮料、调味品、

预制菜等10大产业链。

从麦到面的科技“内涵”

除尘、筛选、精配、“干洗”、净麦、磁

选、色选……一粒麦子要经过 50多道

工序才能磨成面粉。

（下转第二版）

稳粮增收 答案在漯河

□本报评论员

九月是丰收季，秋分是丰收节。

崤山谷子黄，孟津稻米香；兰考青

蟹肥，范县莲藕壮。河南境内711公

里的母亲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急不

躁地感受丰收，已经见证今年河南夏

粮丰收在手、正在见证秋粮丰收在望。

粮食连年丰收，这是所有种粮人

的期盼，是新时代粮食生产核心区的

担当，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依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气。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与基

调，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河南则

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

历史上，“神”曾经是农耕丰收愿

望的载体。

后稷发端农业，五谷神送来种子，

土地神司良田，龙王爷管水利，即便被

驯化参与农耕、减轻农耕者劳动强度

的牛哥马弟，也被人尊崇为牛马王。

如今，河南有诸多的粮食“芯片”，

仿佛五谷神；已建成7580万亩高标准

农田，似土地神；既能南水北调，又可

人工降雨，“我就是龙王”；耕、耘、管、

收，农业机械几乎覆盖农业生产全环

节，牛气冲天！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个特别存

在，粮食是河南的个性标识符。

咆哮不羁的黄河进入河南渐次平

缓与包容，无数次改道的结果之一，造

就了一望无垠的冲积平原；沃野生五

谷，五谷养黎民，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

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开花、开枝散叶，终

是大河之南成了中华民族的摇篮。

血脉赓续，斗转星移，沃土不负时

光与辛勤，从不停息为越来越多华夏

人提供生存给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的小麦亩

产仅仅有100多斤；同样是这片天、这

片地，2022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

平均亩产达到894.5斤，明显高于全

国平均亩产740斤。

河南只有1.12亿亩耕地，夏秋两

季的粮食收获面积在 1.6 亿亩；靠

6.2%的全国耕地面积，河南连续多年

贡献了全国10%的粮食总产；尤其作

为主要口粮的小麦，河南的总产占比

高达28%。

先有基本生存，才可能有高品质

生活。

放眼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

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冲突加剧，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紧抓稳粮食生

产，实施最初级农产品保障战略就显

得尤为重要。

年年丰、连年丰，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这是领袖嘱托，也是民族重托。

今年9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牢记领袖嘱

托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意见》，明确河

南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

粮食不是一般商品，不能光算经

济账、不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算长

远账；粮食安全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

问题；有粮则国安，有自己的粮，才能解

决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吃饭问

题。

河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继往

开来，她必将用更大丰收回报“母亲”、

回报祖国。

用丰收回报“母亲”

 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新生合作社社员在收获莲藕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新生合作社社员在收获莲藕。。 谢万柏谢万柏 摄摄

 温县北冷乡东周村村民抢抓晴好天气晾晒玉米。 徐宏星 摄

 襄城县颍桥回族镇举办第二届谷子丰收文化节，农民向孩子们讲述种植谷
子的故事，分享丰收的喜悦。 古国凡陈晓远 摄

 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富源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晾晒玉米。 陈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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