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新品种、新技术的推

广应用，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濮阳市通过增

加科技投入，健全技术推广队伍，提

高农民群众的科技素质等，充分挖

掘土地、种子、肥料、栽培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增产潜力。目前，主要农

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

全覆盖；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技术、粮食作物增产增效和标准

化栽培技术、优质粮食绿色高质高

效技术等得到快速推广，配方施肥、

病虫害综合防控、小麦氮肥后移、玉

米“一增四改”和适时晚收、水稻旱

育稀植等主推技术普及率达95%以

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 94.4%，其中，小麦、玉米、水稻

分别为99.6%、95.2%、80.6%。

加快优良品种培育力度，为提

高濮阳市小麦、玉米等作物良种供

应能力，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思路，以

保证种子质量为核心，依托现有规

模大、实力强、成长性好的种子企

业，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开展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加速集成技术推广

力度，结合主推粮食作物品种特征

特性，集成从种到收各环节高质高

效技术，推广“最适”种植模式、“最

少”药肥用量、“最省”人工投入、“最

大”综合效益的绿色高质高效生产

模式，为优质粮食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加快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度，围绕

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关键

生产环节，大力推广精量播种、化肥

深施、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节本

增效农机化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

改善土壤结构，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濮阳市还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

思想和“减灾就是增产”的理念，坚

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指

导服务，突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农

时，因苗因地施策，实行分类管理，

环环紧扣推进防灾减灾稳产关键技

术措施落实，切实减轻灾害损失和

影响，为夺取粮食丰收提供有力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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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孙少静周冰冰 文/图

五谷丰盈看濮阳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定

海神针”，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

濮阳市作为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深感责任重大，历届党委、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认

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和强农惠农政策，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有

力促进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扛稳了粮食安全重任。

濮阳市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农业资源丰

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是重要的优质粮食生

产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主要粮食作物有

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红薯等。2008~

2021年，全市粮食总面积持续超过 610万

亩，其中夏粮超过330万亩；全市粮食总产量

连续13年稳定在260万吨以上。2021年，

濮阳市在秋季遭遇严重内涝的情况下，粮食

生产仍取得了面积646.52万亩、总产289.73

万吨的好成绩，尤其是夏粮产量再创新高，全

年粮食单产跃居全省第三位。

濮阳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

产，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和强

农惠农政策，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

农业科技进步，有力促进了粮食生产能力的

提升，取得了濮阳全市“五谷丰盈”的巨大历

史成就。

怎样严守耕地红线，着重力量加强耕

地保护？濮阳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各涉

农部门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全市上下认真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坚决落实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强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扛牢

粮食安全重任，严守耕地红线，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等，切实保障耕地面

积。

按照“布局合理、标识清晰、生产稳定、

能划尽划”的原则，濮阳市坚决划定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把光热

水土条件好的优质地块优先划入“两区”，把

产粮大县耕地优先划入“两区”，全市共划

定粮食生产功能区310.8万亩，做到了持续

保障粮食生产用地。

濮阳市持续加大投入，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全市各县区高度重视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持续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从2019年开始集中打造“田地平整肥

沃、排灌设施完善、农机装备齐全、技术集

成到位、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

高标准农田，2019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33万亩，项目总投资4.98亿元；2020年全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 36万亩，项目总投资 5.49

亿元；2021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58.9万

亩，项目总投资8.83亿元，任务量和投资规

模连续3年创历史新高，居豫北地区第一。

“十四五”期间，濮阳市将持续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增强农田防灾

抗灾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

实基础。

如何提升耕地地力？濮阳市农业农村

局竭尽所能地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提高肥料利用率，在推进精准施肥上下功

夫，不断完善粮食作物施肥指标体系，创新

肥料配方制定发布机制，完善测土配方施肥

专家咨询系统。近年来，年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面积稳定在600万亩次以上，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80%以上；充分利用有

机肥资源，增施有机肥，在替代化学肥料上

下功夫，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快速腐熟

还田、过腹还田等技术，通过多渠道增施有

机肥替代部分化肥，逐步减少化肥用量，进

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

近年来，濮阳市农业农村部门

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按照布局区域

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

产业化的总体思路，积极推进优质

粮食生产；在濮阳县和范县分别打

造了优质小麦和优质水稻生产基

地，逐渐扩大优质强筋小麦、有机水

稻种植规模。2021年，推动全市优

质小麦种植面积达100万亩以上，优

质水稻种植面积25万亩以上。培育

壮大濮阳县家家宜米业产业化集

群、清丰县伍钰泉面业产业化集群

和范县天灌米业产业化集群等特色

产业集群。食品业逐渐发展壮大，

2021年，全市面（米）制品企业达50

家以上，粮食生产产业化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

全市上下加大政策支持和培育

工作力度，扶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农民

合作社发展到3445个，纳入全国家

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发展到

11412个，认定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172个、示范家庭农场39个；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222家，

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省级龙头

企业 34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

体系，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80万

亩，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 45.6%；

50 亩 以 上 不 同 规 模 的 种 粮 大 户

4789家，经营土地面积58.6万亩。

新型经营主体已成濮阳市发展

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力军，在带动全

市农民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发展农

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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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粮食增产增收

濮阳市夏濮阳市夏
粮喜获丰收粮喜获丰收

“坝上看海，田里赏稻，白鹭

翻飞，荷塘成片……虽地处北

方，但浓浓的江南水乡风情让人

心生留恋。”9月20日，市民姚静

静和家人专程来到平顶山市湛

河区曹镇乡杨西村游玩，并以图

配文的形式在朋友圈发布了一

家人最真实的感受。

今年春季以来，几乎每天都

会有大批市民，或开着私家车或

骑着电动车，与家人、朋友结伴，

来这里赏美景、拍写真、尝美食、

体验民宿，俨然成了网红打卡

地。

近年来，按照湛河区乡村振

兴整体规划，杨西村结合近郊、

邻湖、道路畅、河道多、坑塘多等

特色，打造近郊游品牌，带动文

旅农康产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

通过招商引资、政府帮扶、

企业援建、群众捐款等形式，杨

西村引入了体验农业、乡村旅

游、颐养康养等相关产业项目，

建成了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

的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全路网水

系、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一亩

荷香生态园”观光游玩项目和占

地3000余平方米的群众文化活

动广场，按照徽派建筑风格，打

造了民宿一条街。

在杨西村村西的一条胡同

内，村民张红新开张的羊杂汤饭

馆整日座无虚席。张红说，村里

像他这样的小饭馆、小超市有

30多家，很多市民喜欢到村子

里转转看看，游客多了，群众都

有事干有钱赚了。

杨西村党支部书记李平周

说，群众现在都意识到了环境好

的潜在价值，主动结合“五星”支

部创建，创亮点、树品牌，用心呵

护乡愁文化，精心培育田园文

化、庭院文化、饮食文化、康养文

化，杨西村乡村游的内涵与外延

越来越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市民前来寻找乡村味道。（本报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侯亚丽）

9月 20日，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高

标准农田里，田渠相间、路网相连，白鹭飞翔，

万亩水稻才吐新黄，穗头低垂，丰收在望，吸

引不少居民在此观赏美景。

曹镇乡背靠一级饮用水水源地白龟湖，

土地肥沃，常年种植水稻1.3万亩、小麦3.5万

亩，地方特产“曹镇大米”于2017年获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近年来，湛河区按照“农旅融合”的发展

思路，利用该乡紧邻市区的区位优势，从打造

鹰城休闲观光目的地入手，把发展生态农业、

品质农业作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农村、助

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推力，在精耕细作、集约化

管理上下功夫，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湛河区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按照

“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

标准进行规划，先后投入5600余万元，修建田

间生产路20余千米、引水渠10余千米、排水沟

30余千米，打机井290余眼，通过测土配方施

肥改良土壤结构，建成高标准农田 3.5 万余

亩。根据产业需求，组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

技能培训60余期，培训农民4000余人次。

根据现代化耕作需要，为各村配备各类耕作

机械2000余台（套）。按照农民“带地入社、

保底受益、按股分成”的标准，成立各类生态

农业合作社70余家，催生种粮大户30余家，

实现了种植规模化、耕作机械化。

连日来，不断有周边市区各大商超的

经销商到曹镇乡稻米产区进行实地考察、

签约收购。据湛河区丰裕农业合作社负责

人刘红献介绍，该乡培育种植有不同口感

品质的“曹镇大米”10余种，米线加工、米酒

制造等配套企业门类齐全，各类米产品在

当地很有市场。新米再有半个月时间就能

收获了，年年提前售罄。

与此同时，湛河区围绕“夏麦秋稻”主

要粮食作物，韭菜、大豆、玉米等特色农作

物，从“做优质量、集群成链”做起，严把农

业生态种植关，因地制宜推广“良种+良法”

的种植模式，统一耕作、统一灌溉、统一病

虫草害防治，全面提升农田综合化管理水

平。在此基础上，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产

品附加值，拓展销售渠道，建起了丰裕农业、

冠城米业、裕农面粉、思味特蛋糕等农产品

深加工及销售企业60余家，形成了种植、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条，年创效益 8000 余万

元。

湛河区将现代农业与乡村田园游相结

合，加强原生态培育保护力度，使稻田成了

白鹭栖息地，每天都有成群的鸟类在田间地

头翱翔觅食，构成一道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美丽风景线。同时，湛河区沿路、沿

河、沿渠植绿造景，建成了苗张路、顺坝路、

大泥河等多条乡村景观带50余千米。逐村

兴建起了各具特色的游园、休闲广场、水系

景观、村史馆，沿主要道路绘制了3万余平方

米的文化墙、景观墙，与星罗棋布的苗圃、果

园、蔬菜种植园、农业合作社相结合，使曹镇

乡成为广大市民休闲观光的首选地。据统

计，湛河区依托农旅资源，每年可吸引游客

百余万人次。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旭长）

“俺村有10亩建设用地，因交通不便，一直

闲置着。苗张路提档升级后，很快就引进了投

资200多万元的建材加工项目，村集体每年增

加收入2万多元。”9月20日，平顶山市湛河区

曹镇乡彭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红杰

说。

为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

2021年年初，湛河区抢抓机遇，规划了总投

资3.21亿元，包含40个子项目，计划3年时

间建成，长度 79千米的乡村振兴农村公路

建设项目，形成路路畅通、循环成网的交通

格局。

当日上午，在曹镇乡南侧，新建成投用

的苗张路道宽路畅、景美怡人。道路两旁全

部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和安全防护设施，建设

了公路驿站，栽植了行道树和绿化树，并在

路口和道路节点建成绿化小景观……目前，

湛河区农村公路已完工24.5千米，建成了平

桐路沿线等多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初步形成

了村村相连的交通圈、生活圈。

一路通，百业兴。农村公路的优化建设吹

响了客商投资兴业的号角：客商在曹镇乡投资

1.2亿元建设的民宿项目即将完工；总投资1.28

亿元，涵盖特色餐饮、休闲垂钓、亲子乐园、乡村

创客平台等业态为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曹镇乡谢庄田园综合体项目将于近日开工；

希拉红酒庄园项目已签订意向书；无动力游乐

场项目正在商谈……湛河区乡村振兴已呈现

出多业并举、多点支撑的良好发展势头。

“湛河区将把农村公路‘建、养、管、运’

纳入乡村振兴建设统筹推进，把乡村公路建

成产业振兴路、增收致富路、生态景观路、人

民幸福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湛

河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步涯阁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毛生）

村落里，顺着宽阔平坦的通

村路，各色绿植、花卉与展现时

代文明新风的墙体画融为一体、

相映成趣，各类游园与广场散布

在民居旁。晚饭后，忙了一天的

村民散步、健身、跳舞、休闲游

玩，其乐融融……9月 20日，走

进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银王

村，田园风光与现代文明相互交

融，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湛河区以环境提质

为抓手，大力构建生态美、个性

美、整体美、整洁美的宜居乡村，

先后建成小游园110余处、景观

林 56万平方米、水系景观 40余

处，实现了村村有游园、路路见

景观。对7000余户农村厕所进

行了改造，标准化公厕实现了各

行政村全覆盖。

按照“乡村化生活、城市化

管理”的发展思路，湛河区采取

“物业服务+志愿参与”的保洁模

式，建起城乡垃圾中转站5座，

聘请两家星级物业公司负责乡

村主干道卫生，各行政村环卫

志愿服务队负责村内环境卫生

保洁。按照一定的间隔摆放了

垃圾箱，要求村民定时将垃圾

集中到指定位置，由物业公司

集中清运，实现了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

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湛河区结合乡村文化游、产

品展销会、直播带货等形式，做

强曹镇大米等“十大特色农产

品”品牌，曹镇水席等“十大特色

美食”品牌，开设曹镇卤肉、曹镇

米线加盟店150余家，发展曹镇

水席等餐饮门店200余家，初步

实现了从“卖产品”向“卖风景、

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变，实现了

村村有项目、家家有钱赚。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李向平）

休闲观光到湛河

不断优化种植结构 扶持培育新型主体

“农旅融合”打造鹰城休闲观光目的地

农村公路建设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环境提质乡村美如画

环境展新颜景美迎客来

水乡曹镇水乡曹镇 闫哲闫哲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