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短板 夯实粮食安全之基

■ 本报记者 冯珉

民以食为天。 对于我国这样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好吃
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
选育推广，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
质量”……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和粮食净调出省，如何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近日，
安徽经济研究院相关专家撰写相关报告，分析我省粮食安全的短板和
弱项，以及下一步的建议与举措。

南方唯一粮食净调出省，粮食安全战略地位突出

新时代粮食安全，是指在确保产能的基础上，实现粮食的营养、绿
色、多元和开放。 也就是说，既要实现粮食数量安全，又要实现粮食质
量安全，还要实现粮食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以及粮食经济安全。

报告执笔人之一，安徽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夏兴萍表示，近年来，影
响世界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增多，国际冲突、极端天气以及新冠肺炎
疫情，都对粮食生产和贸易产生叠加影响，加剧了全球粮食供给体系
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从我国看，粮食产量长期维持较高水平。2004 年至今，粮食生产实
现历史性的 “十七连丰”，2015 年以来， 粮食产量连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全国人均粮食达到 480 公斤，高于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
安全标准线，粮食供给总量有余，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
给”。 但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进口国，粮食安全处
于“高难度、低水平、弱安全”状态，粮食供需呈现为“紧平衡”态势，存
在粮食产量高、进口高和库存高的“三高”局面。

从我省看，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5 个粮食净调出省之一，是
全国南方唯一粮食净调出省。 2020 年，安徽粮食总产达到 803.8 亿斤，
位居全国第 4 位，平均每年调出粮食 1000 万吨左右，在全国粮食安全
中战略地位突出。

粮食增产难度大，供需矛盾不容忽视

报告指出，当前我省粮食安全发展也面临一些短板，如粮食增产
难度大、粮食质量供需矛盾加剧、政策激励空间有限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粮食产量连年丰收，但持续增产难度加大。
保粮食面积难度加大。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生态退耕和
农业结构调整等，粮食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的难度加大，粮食增产后
劲不足。 同时，单产提高难度加大以及粮食生产优质劳动力缺乏都是
当前的困境。

报告指出，粮食质量供需矛盾也在加剧。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居民的粮食消费不断升级，我省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对
优质口粮（如低、高筋面粉,优质稻米等）、动物性产品以及饲料粮消费
需求持续增长，表现为普通粮过剩与优质粮不足并存。

此外，我省粮食生态环境和资源面临严峻挑战 。 2019 年 ，我省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0%， 在 13 个粮食主产区中排
名第 8 位，不足排名第 1 位江西的 1/5。 我省粮食主产区的皖北六
市，粮食产量占全省的 54.7%，但水资源总量只占全省的 13.5%，水
资源分布和粮食产能不匹配，灌溉设施和技术落后也直接影响水资
源利用率，长期看我省粮食安全面临极为严峻的水资源制约。 粮食
经济安全矛盾突出，仍然存在 “丰产不丰收 ”现象 ，种粮农民收入提
高相对滞后。 国内政策支持空间日趋收窄，这些对我省粮食安全发
展造成影响。

落实最严耕地保护，强化科技支撑

报告指出，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鉴于当前我省粮食种植
面积增长趋缓的严峻形势， 我省要采取多种措施坚守耕地红线和提
高耕地质量。 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采取“长牙齿”的措
施，积极推进撂荒地复耕利用，加强皖北地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确保皖北主产区粮食耕地面积稳定，严格皖江耕地占补平衡，推进皖
西和皖南山区等非粮食产区口粮田建设。 二是积极推进粮食种植结
构调整。 扩大大豆、玉米等饲料用粮种植面积。 同时积极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向提高单产要粮食增产，支持粮食主产区积极创建高标准
农田建设示范区。

耕地有限，科技无限，强化科技支撑是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的着
力点和必然选择。

夏兴萍表示，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是良种，要发挥我省创新策源
地优势，充分利用“五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等分平台，加
大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力度，优化生物育种领域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的布局。同时，突出粮食高产、高效、绿色技术集成。针对粮食消费结构
升级、生态安全、效益提升的新需求，强化粮食生产、机械化、仓储等科
技攻关，提升粮食生产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及劳动生产率，提高
粮食产业收益。 发挥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应对自然灾害、病虫
灾害等方面的作用，推广绿色储粮，探索建立粮食生产预警机制，促进
粮食安全长期发展。

报告建议，以打造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重要基地为契机，加快“粮
食产业强省”建设。一是做大做强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推进粮食类家庭
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支持各类农业支持政策向
粮食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二是着力发展县域粮食加工集群。 三是加快
补齐粮食仓储物流短板。 改造和建设现代化粮库，提升粮食仓储智能
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等。

当前，我省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短板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皖北粮
食主产区。 因此要改善提升粮食生产基础设施。 加大水利设施专项资
金投入，加强皖北等粮食主产区防洪抗旱薄弱环节提升等；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粮食安全中的作用。 粮食产业
作为弱势产业，除必须发挥好政府作用外，也需要市场机制的激励。 要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净调出
省奖励支持。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对粮食主产区布局。同时，
要创新市场化粮食支持方式。 充分依靠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中央增
发专项债的契机，探索将粮食产业振兴专项债列入发行支持范围。 设
立粮食产业振兴基金，进一步发挥金融保险兜底保障网作用等，赋能
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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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实践④

安徽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5
个粮食净调出省之一， 如何在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统一准入，

拆除市场无形“隔阂”

去年 11 月，人在江苏昆山的钱先生
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在含山县
成功注册了一家企业， 主要生产和销售
工业机器人。 企业注册的流程规范快捷，
含山县政务服务中心专窗工作人员网上
接收到所需资料后， 将办件信息推送到
“企业开办”窗口，很快完成企业注册手
续。 营业执照文本和公司印章也同步制
作完成，并邮寄给远在昆山的钱先生。 1
个工作日、零费用、不见面，钱先生就完
成了企业注册。

曾经，市场准入不同、规则不统一，
无形的“隔阂”横亘在市场中，异地开办
企业困难重重；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感
受到同城般的便利。 打破行政区划和地
理边界的分割， 长三角地区实现了跨区
域“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就近办理”，将
企业登记“一网通办”扩展至长三角所有
41 个城市（地级市），并在所有县级以上
城市设立长三角“一网通办”线下专窗，
实现长三角地区企业登记无差别 “全域
通办”。

市场准入一体化，让“数据多跑路，
企业少跑路”。 “通过共建基础数据库，沪
苏浙皖间的市场主体信息实现了互通，
截至 2020 年底，一市三省归集基本登记
信息、出资、电子执照等 17 类市场主体
信息共 1.5 亿条， 相互推送数据 3 亿条
次。 ”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信息互通打破
了地域壁垒，进

一步提升企业办事效率、 降低了办事成
本，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为“六
稳”“六保”提供了有力支撑。

去年 8 月，一市三省市场签订《长三
角地区统一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合作协
议》，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在跨区域 、跨部
门政务服务平台的应用， 实现市场主体
身份在线“一次验证、全网通用”、市场主
体营业执照信息共享复用， 进一步优化
长三角营商环境。

针对国外投资者， 共同探索登记注
册文件共享简化，一市三省出台了《关于
简化登记材料开展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
证明文件互认的试点办法》，外国投资者
在提交主体资格（身份）证明时，无需再
办理公证、认证或者转递，企业商务成本
大幅降低。 坚持内外资一致原则，允许境
内自然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 同外国
投资者共同举办外资企业。 截至 2020 年
底， 一市三省新设境内自然人出资外资
企业 206 户，注册资本 8.85 亿美元，民间
投资热情有效释放。

联合监管，

促进竞争公平有序

一名上海消费者从网络购买的商
品，有可能在安徽合肥生产、江苏昆山仓
储、浙江杭州网络平台销售。 随着长三角
城市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长三角产
业布局从技术研发、集成制造、零件生产
到产品销售，涵盖行业上下游全链条。 一
个投诉举报件、一个假冒伪劣案件、一项
专项整治、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涉及四

地。 发生跨区域违法情况，

该怎么办？
去年 2 月，合肥、杭州联动查处哄抬

价格销售口罩案， 合肥市庐阳区市场监
管局在杭州市场监管局支持配合下，通
过“红盾云桥”平台取得网店交易记录，
查明当事人违法所得 16.4 万元。 最终对
当事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 4 万元
行政处罚。 去年 4 月，滁州、南京联动查
处特大制售伪劣肥料案， 在南京市浦口
区和滁州市全椒县市场监管局以及公安
部门的密切配合下， 成功捣毁位于浦口
区和全椒县两处制售伪劣肥料窝点，抓
获涉案人员 23 名，扣押现金 25 余万元、
生产原料 1642 吨、伪劣肥料 10 吨、车辆
3 台，查封生产线两条。

优化长三角大市场秩序，近年来，一
市三省在监管执法上不断加强合作，协
同联动。 “我们在多个领域达成执法信息
的互通及行动的协同。2020 年，长三角开
展跨地域联合执法，共立案查处 33 家涉
嫌违法主体。 ”省市场督管局反垄断与反
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郑文宝说。

线上经济快速发展， 一市三省还加
速网络监管一体化， 成立全国首个网络
市场监管领域跨区域协作联盟。 促进网
络经济规范发展，共同制定“长三角地区
电子商务平台管理规范指引”，修改完善
《长三角电商平台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制定发布全国首个 《直播电子商务服务
规范》行业团体标准，对电商平台、直播
平台、MCN 机构以及带货主播开展合规
评审。

市场互融，

共建“满意消费长三角”

在合肥银泰购买商品后想退货 ，在
杭州的银泰百货可以直接退吗？可以。银
泰百货相关负责人说：“银泰百货在沪苏
浙皖四地的商场均支持异地退换， 顾客
在 60 天有效期内可以在购买门店或者
全国有相同专柜的银泰百货门店进行退
换货。 ”

在长三角地区，这样的异地退换货正
越来越广泛， 让广大消费者感到贴心、便
捷。 打造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升级版”，目
前，银泰百货、三只松鼠、天方茶业等 67
家企业加入“长三角实体店异地退换货联
盟”， 消费者在这些企业承诺的门店内购
买的商品，符合企业公开声明退换货范围
和规则的情况下，可在长三角地区其他该
品牌承诺的门店内享受退换货服务。

依据一系列配套制度， 一市三省从
放心消费创建、消费信用体系、消费品质
升级、放心消费电商平台、健全消费维权
体系等 11 个方面深化放心消费建设，确
定了区域示范领跑行动、 网络订餐净网
行动、退货承诺联盟行动、消费投诉协作
行动、 网络平台示范行动等 5 大重点行
动，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提升长三角区
域消费服务品质。

截至 2020 年底，长三角地区已有 25
万家企业承诺线下 7 天无理由退货，培
育放心消费单位 30 万家以上， 发展 2.5
万家大型商超、 跨省连锁、 厂方直营店
“七日无理由退货”。

长三角地缘相近、市场相连，维权渠
道更要打通。 一市三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共同签署消费维权一体化合作协
议，推动联动监督和消费投诉纠纷化解，
推进数据互通共享。

“我们致力于提供更具价值的消费指
导，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省消保委
秘书长丁涛说，去年，长三角消保委联盟
联合发布儿童平衡滑步车比较试验结
果，并制定团体标准。 “在国庆、春节等消
费高峰期时，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会通过
对数据和典型案件进行了汇总、整合、分
析，发布消费提醒，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
护意识，倒逼经营者诚信自律经营。 ”他
表示，接下来，将在消费投诉纠纷化解上
发力， 推动长三角地区更多的市场主体
建立消费纠纷处置绿色通道、 先行赔付
等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 对涉及长
三角地区消费者群体性问题， 特别是涉
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生命健康的重
大消费事件，开展联合调查、集体约谈，
共同发布调查结果， 形成联手化解消费
纠纷的合力。

从市场相连到市场相融，，致力于让长三角地区成为

投资创业、、放心消费的首选地——————

““邻居””变““伙伴””，，融成大市场

·经济快评·

如何迎接“宠物经济”新消费
■ 徐海

“能把我家的猫送到猫咖打工吗？ ”
近日，知乎上一个标题聚集了超过 1000
条回复，引起公众对“猫咖”、“猫店员”的
关注与热议。猫咖，实际上就是有猫的实
体店，比如猫咪餐饮店、猫咪咖啡店。 近
几年，爱猫一族的新消费飞速增长，许多
猫咖通过可爱粘人的猫咪招揽顾客，再
靠餐食、猫咪用品等增值服务获利，一股
宠物经济新消费力量崛起。 以北京朝阳
一家猫咖为例，每日客流量 120 人左右，
一个月的营业额超过 40 万元。

它们不懂幸福， 却能读懂你笑的音
符； 它们不懂忧伤， 却能倾听你内心的
痛。宠物市场往往折射社会现象。猫咖的

主要消费群体是分布在一二线城市的年

轻人。 他们一般远离故乡， 独自在外打
拼，未婚单身且独居，工作压力大，初到
社会感到仿徨和孤独， 想要寻找情感的
寄托。 相较于其他宠物， 猫咪高冷又粘
人，谨慎又好奇，慵懒又敏捷的行为特征
唤起他们的“怜幼触发特质”。 年轻人通
过与猫咪互动， 可以安抚躁动不安的情
绪，融化冰冷的内心，满足情感需求。 并
且在猫咖爱猫人与同样“志同道合”的其
他青年相遇，形成现实中的趣缘群体，更
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宠物经济的持续火热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消费群体个性化迁移以及消费思维

的转变，人们在得到物质的满足之后，更
加注重精神需求。 消费需求的升级促使

行业不断细分， 宠物经济已经不再是简
单的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如今猫咪变成
参与服务的“打工人”，给消费者带来新
的体验。 宠物经济将随着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增长和消费升级迎来发展契机，有
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目前宠物经济还处在萌芽期，
与宠物服务相关的制度不够完善， 缺乏
行业标准与规范，市场乱象丛生，如宠物
携病传染、宠物伤人、虐待宠物等问题层
出不穷。 而且， 从业人员培养机制不健
全、 行业服务水平良莠不齐等都制约着
宠物经济的长远发展。 宠物经济的良性
发展离不开制度的约束， 需要全社会加
大行业监管力度、健全制度法规体系、制
定行业标准保障消费者与动物的合法权

益，明晰宠物所有人的责任与义务，促进
宠物经济可持续发展， 营造健康有序的
市场环境。

除了制度的保障， 还需整合宠物经
济产业链， 为宠物经济提供稳健发展的
基础。宠物不仅能看家护院，更成为治愈
心灵的“陪伴者”，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金钱、精力来饲养宠物。 宠物经济
涉及宠物的整个生命周期， 巨大的市场
前景促使宠物产业链必须围绕宠物的

“生、养、乐、病、死”全方位需求进行结构
调整与升级， 补足宠物产业链上下游短
板，实现产业多样化、精细化。

宠物背后是人，做好宠物经济，仍然
要以消费者为中心， 分析他们的消费习
惯与消费心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精准定位需求，拓宽营销渠道，提
高用户消费体验，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全社会树立正确对待宠物的观念，关
爱宠物，保护宠物，将宠物文明植入社会
生活之中， 才能确保宠物经济在良性的
轨道上发展。

更多内容，扫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