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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必须以新发展理念来审视和推进
‘三农’工作，在创新发展上更加注重科技
赋能。”“要坚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发展，在重要农产品供给上
既稳住产量又提升质量。”3月2日至3日
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对今年“三农”
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十四五”时

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走在全
国前列的奋斗目标，这让郑州大学
农学院教授、郑州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首席教授秦广雍倍感振奋、干

劲更足。
“乡村振兴战略对郑州大

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来说是机
遇更是挑战，我们将在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

下，助力更多农民致富，
更好服务乡村振兴。”秦
广雍说。

秦广雍团队每年在
全国开展 30万亩科技帮
扶工作，通过科技赋能，
让苹果、樱桃、车厘子、辣
椒等农产品增产提质，为
老百姓增加收入。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
秦广雍团队考察对接辣
椒产业扶贫项目，分析解
决落地难题，确定项目运
作方式，带动了全县辣椒
产业的发展。

在洛阳市汝阳县，秦
广雍团队深入田间地头、
花圃果园，现场向种植户
讲解品种栽培、种植技
术、生产运作、市场营销
等经验。

作为郑州大学药食
健康研究院创建者、河南
省亚临界萃取工程技术

中心首席专家，依托技术优
势，秦广雍指导农民种出的

水果蔬菜不仅口感好，而且健康
安全。

“我现在主要研究方向为绿
色高效种植技术应用，掌握的高
效生态农业种植、生态养殖技术，

完美实现了增产、增优和安全‘三合
一’。我坚持利用科技优势去做产业
扶贫，把技术和理念留在当地，做‘造
血式’的产业扶贫。”秦广雍说，高校

有学科优势、团队优势、人才优势、技术
优势，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希望更多专
家教授关注“三农”问题，思考“三农”问题，

发挥更大作用。
“时代需要更多专家教授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通过主动对接‘三农’需求，解决实实在在
的问题，助力农民增收，加快乡村振兴的节
奏。”秦广雍说，他将带领团队继续发挥人才和
科研优势，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力”，
奋力书写助力乡村振兴的“高校样本”。③6

把论文写在乡村
振兴的战场上

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的关键时刻，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大省河南如何谋篇布局令人关注。

3月2日至3日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十四

五”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走在全国前列的奋斗目标，安排部署今年“三

农”重点工作，开启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将卢氏、嵩县、台前、淅川确定为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将对其实施政策倾斜，在财政、
教育、产业、就业等方面给予集中支持。

●脱贫县五年过渡期内，保持财政、金融、
土地、人才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确保支持力度
与衔接要求相匹配。

过渡期前 3年，脱贫县可以继续实行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
●要求乡村振兴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推进。
将各县分为示范引领县、整体推进县、巩固

提升县三类。其中，30个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
将高起点、高标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可复
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要坚守耕地红线，今年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1.61亿亩以上；
确保到 2025年建成高标准农田

8000万亩。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要加快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等研发平台建设，积极培育种业龙头企
业，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升现
代种业发展水平，建设现代种业强省。

●做强高效种养业
坚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发展，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打造
“豫麦品牌”，全省优质专用小麦种
植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以上，建设十

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
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巩固

生猪生产恢复势头，确保年底前生
猪存栏量恢复到常年水平。

●完善补偿机制
要全面落实粮食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产粮
大县支持奖励政策，完善

省级财政奖补政策，
在土地出让收益使

用、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交易等方面给

予倾斜，让主产
区抓粮更有积

极性。

●要树立全产业链思维，围绕小麦、玉米、
花生、猪、牛、羊、禽、果蔬、食用菌、中药材等十
大主导产业，构建链条完善、循环畅通、运转高
效的发展格局。

●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培育发展特色产业
集群，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将着力培育伏牛山香菇、豫西南肉牛产业
集群，建设好 6个国家级、80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20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县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工作，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培育特色农业强县强
镇，以县为单位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2021 年，要以县为单位完成村庄分类
和布局规划。按照城郊融合类、拓展提升类、特
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搬迁撤并类的标准对所
有村庄进行分类，并完成布局规划。

●优先编制完成1000个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示范村村庄规划，力争编制完成10000
个村村庄规划。

●在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建设方面，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
村，推动往村覆盖、往户延伸。

●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建立健全县域内城乡一体的就业创业、教
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政策体系。

在持续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着力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五年行动。2021年，我省将
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150万户，高标

准打造1000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
推动全省 30个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162个乡
村建设示范乡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探索
实践。

●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在强化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的同时，建立乡村振兴联系点制
度。省里已经明确，按照“四个不摘”的要求，省
级领导继续分包原来的脱贫县；30个乡村振兴
示范县由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和部分领导联
系。各地要建立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市、县负

责同志都要确定联系点。
●专班推进机制。省里已经成立由书记、

省长任组长的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下设人才振
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
大专班，由省级领导牵头，专题研究、专班推
进。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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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刘红涛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去年粮食总
产量 1365.16 亿斤，对全国粮食增产的
贡献率达到23%”……站在新起点，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3
月 3日召开的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提
出了抓好粮食生产、推动现代畜牧业建
设、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等今年农业农村工作十大重
点任务。

我省作为粮食生产大省，肩负着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今年
粮食种植面积要确保稳定在1.61亿亩以
上，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建设好
高标准农田，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布局，新建的
750万亩年底前要大头落地，并建立管
护运营长效机制。

推动现代畜牧业建设。持续做强生
猪产业、做大牛羊产业、做优家禽产业，
持续提高畜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今
年生猪存栏要恢复到4300万头，达到常
年水平。持续推进母牛养殖、肉牛奶牛
规模养殖场和优质饲草料三大基地建
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培育一批肉羊养
殖大县。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
实施乡村产业振兴五年行动计划，不断
调优种养结构、调强加工能力、调大经营

规模、调长产业链条。积极培育豫西南
黄牛、伏牛山香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好 6个国家级、80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争创更多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产业园建
设体系。

发挥好种业优势。组织开展农业种
质资源普查，启动畜禽种质资源普查和
收集行动。组织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促
进“产学研推”深度融合，建立联合攻关
模式，选择有一定育种基础的农作物和
畜禽品种开展联合攻关，力争取得重大
突破。

加强耕地保护。依托高标准农田建
设，积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高效节水灌
溉示范创建，推进机械深耕深翻、农作物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料等措施，大力推
广水肥水药一体化技术。强化农田建设
和耕地质量动态监测监管，全面提升农
田建设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提升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优化
13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布局
及运行机制，大力推广乡村振兴迫切需
求的科技成果。加大农技推广服务力
度，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全面推进农
业机械化，年底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86%以上。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建设“数字田

园”，发展“数字牧业”，打造智慧农机，实
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河南省农业农村大数
据服务平台。建立一批“河南省数字乡村
创新中心”，创建20个数字乡村示范县，
举办中国郑州2021数字乡村论坛。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持续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提升、
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等。今年将完成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86%以上的
目标。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要科学编
制乡村规划，推动各地完成县域村庄布
局，指导有条件的村庄编制“多规合一”
的建设规划。推进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
一体化，协调推进县域内城乡公共服务
均等化。

推进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巩固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土地经营权规
范有序流转。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
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开展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
理，规范宅基地布局规划、申请审批等，
强化学习培训、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等重
点。③6

今年我省农业农村工作重点敲定

□本报记者 史晓琪

3 月 2 日至 3 日，省委农村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抓好本
土人才培育，精准选才、着力育才、
高效用才，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
民、爱农村的“三农”工作队伍，让
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
业。这在大学生特别是农业院校
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
表示，要发挥专业特长，服务乡村
振兴。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的希望。我们
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摆脱贫困的
家乡，而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3
月 3日，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
学博士研究生吕伟增说，他的家乡
舞阳县北舞渡镇吕庄村很多地方
曾是低洼低产田区，为了改变家乡

“十年九年涝，庄稼收成差”的农业
现状，他和团队不断努力多次研
究，敲定了在泥河洼上种莲藕的方
案。经过 8年的试验摸索，他们将
成熟的生鲜莲藕和观赏荷花的种

植技术传授给种植户，形成了粮食
作物与经济作物协同发展的局面，
带着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

“乡村这片热土，同样可以大
有作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带领更多乡亲们富起来，也希望更
多有知识有技能有抱负的年轻人
投身农村建设，利用自己的专业特
长，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唱响新
时代的《朝阳沟》。”吕伟增说。

河南农业大学以培养懂农业、
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人才为使
命，培养出了很多像吕伟增这样把
农村作为人生大舞台的优秀学
子。毕业回乡创业的优秀企业家
秦英林，创办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
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
灵光，优秀村干部代表柳波、温振
等，都是将个人奋斗融入家乡建设
的榜样。

“乡村振兴呼唤更多人才扎根
农村建功立业。我们要认真学习
专业知识，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
人！”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张静文
说。③5

逐梦乡村振兴广阔天地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在农业

院校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建立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

科学有序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提质增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让中国人的饭碗
装上更多优质河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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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孟津县平乐镇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推介牡丹文创产品
图②永城芒砀山下的民宿
图③长垣县赵堤镇大浪口村利用500亩自然坑塘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图④卢氏山区公路
图⑤灵宝市函谷关镇彩色小麦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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