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月 12日，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蔡岭镇杨湾村农民驾驶农机在田
间劳作。 新华社发 （傅建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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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20日，我国迎来谷雨节气。 大江
南北，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 秧苗初插、作物新种，田野、果
园、山林……颜色日渐丰富。 在明亮的春光里，农民辛勤劳
作，用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把耽误的进度抢回来”

今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既要统
筹疫情防控和春耕备播，还要抓好因去年罕见秋汛造成的 1.1
亿亩晚播麦的促弱转壮。 同时，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粮食市场
波动加剧，也更加凸显稳住 14 亿多人“米袋子”的重要性。

眼下正值黑土地备耕时节。 在吉林，防疫之下忙碌的不
只是农民，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们也不停歇，线上给农民上
网课，线下指导备春耕。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跟随返乡农民，
从长春来到位于镇赉县的白沙滩灌区重点试验站，开展优质
水稻品种选育。 透过试验站办公楼窗户，就能看到不远处的
试验田，工人们正在田间育苗。

因为还在隔离期间无法下地， 马巍一边在办公室里望着田
里的育苗大棚，一边用电话跟工人沟通育苗注意事项。 “今年试
种 60多个品种，要从中筛选出更优质的水稻品种。 ”马巍说。

吉林是农业大省，前期由于疫情管控，截至 3 月底时备
春耕进度比常年放慢。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20 日表示， 经过
多方共同努力，目前吉林春耕生产秩序恢复好于预期，滞留
外地的农民已返乡 23.1 万人，种子下摆基本到户，化肥到户
率 97.6%。水稻育秧基本接近尾声，吉林水稻大部分是 5 月中
旬开始栽插，“前期耽误的备耕进度基本抢回来了”。

农情调度显示，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当前全国春管春播
进展总体较好。 冬小麦一、 二类苗比例 87.9%， 比冬前提高

17.4 个百分点，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夺取夏粮丰收有基础。春播粮食已过 2成，早稻栽插过
7 成，东北水稻育秧过 7 成，均快于去年。

“实打实地调整结构”

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是这个春天农业生产的突出特点。

扩种大豆油料， 正是各地着眼粮食安全和百姓餐桌、 实打实地调整结构的重要举措。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今年我国扩大东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推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目前已将大豆油料
扩种目标任务落实到省市县。 同时，冬油菜面积增加、长势好于上年。

“今年我们合作社经营耕地 3.5 万亩，计划种植大豆 2.5 万亩，比去年增加 9000 亩。 ”黑
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盖永峰说， 这几天， 种子和化肥已到
位。 今年国家鼓励扩种大豆，加上大豆行情也好，种植大豆的积极性更高了。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大豆生产和供给基地， 常年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 40%以
上，商品率达 80%以上。

大豆扩种，农机先行。 今年，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有限公司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5.28 万
亩，新购进 19 台气吸式精量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每个排种器都装有监控装置，将下种情况实
时反馈至驾驶室的电脑中。 “5 月 1 日前后开始播种大豆，有了这些新家伙，种植大豆更有信
心了。 ”军川农场有限公司种植户薛曹柱说。

“盼着再迎一个丰收年”

“今年小麦穗大，长得结实整齐，我们盼着再迎一个丰收年。”望着绿油油的麦田，安徽省
淮南市寿县小甸镇杨圩村党总支书记张宇挺高兴。每天早晨，他都会沿着田边查看小麦病虫
害状况。

当前，正值小麦赤霉病防治关键期。趁着天晴，张宇已让无人机飞手给村里 2600 余亩麦
田喷洒了两次农药，接下来还要对小麦增施叶面肥，让颗粒更饱满。

现在距我国小麦大面积收获还有 40 多天，还要过病虫害、干热风、倒伏、烂场雨等关口。
农业农村部将加强监测预警，组织各地落实防控策略，指导各地抓好中后期麦田管理，特别
是落实好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并做好跨区机收准备。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这个春天，来自各地各部门的力量不断汇聚。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把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作

为首要任务，环环紧扣抓好春耕生产，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各地各部门多措
并举强化“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重点地区保供、产销对接；农业农村部开通热线电话，帮助
农民解决春耕堵点卡点问题。相关部门将继续落实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措施，发挥新型经营
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帮助小农户和受疫情影响的农户把地种下去，确保“农时一
天不耽误，农田一亩不撂荒”。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丰收，稻谷、小麦两大口粮的人均占
有量是 248 公斤，人均口粮消费量不到 200 公斤，保障口粮安全是有把握的。 目
前，国家粮食库存比较充裕，特别是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种是库存的大头，加

上今年夏粮小麦生产形势转好，春耕生产开局不错，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中国人有能力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周楠 高敬 杨静 侯雪静

水金辰 王建 薛钦峰）
（新华社北京 4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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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关键年份关键农时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20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标志
着春耕生产进入关键期。 今年国内外形
势复杂严峻， 在关键年份的关键农时，
抓好春耕生产事关全年经济运行大局。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也是
春耕生产最关键的时候，要统筹好疫情
防控和春耕生产。

农业丰，天下安。 我国连续多年丰
收，口粮安全有保障 ，但当前世纪疫情
叠加，经济运行不确定性陡增 ，越是这
个时候越是要抓紧粮食生产不放松。 粮
价为百价之基，稳定粮食产量事关全年
通胀预期管理，稳定初级农产品供给事
关下游产业的原料供应，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事关农民稳定增收不返贫 。 因
此，要把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作为重要任
务，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关键是不误农
时。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做好春耕
生产 ， 对于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至关重
要，刻不容缓。 当前有些地方疫情防控
简单化、“一刀切”，对农民下田、农机上
路、农资下摆和外出农民返乡务农等造

成了不便。 对因层层加码等原因造成春
耕生产、 农资农机调运等严重受阻的，
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地方和人员

责任， 切实打通春耕生产的 “卡点”和
“堵点”。

夏粮丰收，全年主动。夏粮是今年粮
食生产第一仗。 今年回春早、气温高、土
壤墒情又好，夺取夏粮丰收有基础。但丰
收一天不到手，工作一天不能放松。夏粮
的主体是冬小麦，是重要口粮。现在距小
麦大面积收获还有 40 多天，还要过病虫
害、“干热风”、倒伏、“烂场雨”等关口，夺
取夏粮丰收还要过五关斩六将， 容不得
松懈。

确保丰收需抓紧落实好相关政策，
压实地方属地责任 ， 加快整地播种进
度，提高播种质量 ，特别是发挥新型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帮助
受疫情影响的农户把地种下去，确保农
时一天不耽误，农田一亩不撂荒。 以背
水一战的态度，超常超强的力度 ，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春耕任务，确保把饭碗端
在自己手中。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夏粮丰收具备面积和苗情“两个基础”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 于

文静）记者从 20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目前冬小麦一、二类苗比例
87.9%，比冬前提高 17.4 个百分点，长势
与常年基本持平， 夺取夏粮丰收具备面
积和苗情“两个基础”。

夏粮的主体是冬小麦。 去年受罕见
秋汛影响，冬小麦播得较晚，冬前苗情比
较差，受到社会关注。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
博表示， 目前大部分冬小麦已进入孕穗
抽穗期，西南较早一些、已经开始灌浆，
“六一”前后开始大面积开镰收割。

他介绍说， 从农情调度和各地反映
情况看，夏粮小麦的苗情转化好于预期，
夺取丰收是有基础的。 这主要基于以下
两方面：

———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去年秋冬

种经过多方努力，冬小麦基本都种下去
了，面积基本稳定在 3.36 亿亩。 加之春
小麦 、薯类 、豆类等其他夏收粮食作物
面积有所增加，预计今年夏粮面积稳中
略增。

———苗情转化好于预期。 中央财政
紧急安排 50 亿元资金用于小麦促弱转
壮， 又安排下拨 200 亿元对实际种粮农
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农业农村部及早制
定了抗灾夺丰收的工作预案和技术指
南， 派出了 100 多名机关干部和 200 名
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包
省包片下沉一线，指导晚播麦田间管理，
主产省份多措并举支持小麦促弱转壮。

据了解 ， 今年冬麦区大部遭遇暖
冬， 加之冬前和今春下了几场透雨，土
壤墒情好，利于小麦苗情转化升级和生
长发育。

今年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或明显增强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 胡

璐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
员会 20 日发布的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2—2031）》 预计，2022 年我国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或将明显增
强，但受国际市场价格传导等影响，农产
品价格仍可能出现波动。

这是记者 20 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的 2022 中国农业
展望大会上了解到的。

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粮食产量创历史
新高，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在“稳口粮、
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政策条件下，预
计 2022 年粮食产量在高位基础上保持
稳定增长，有望达到 6.88 亿吨。 稻谷、小
麦、玉米三大主粮产量基本持平，大豆产

量增长 25.8%。 油菜、花生和特色油料面
积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油料产量预计增
长 1.9%。

报告还显示，随着人口增加、收入增
长和城镇化推进， 主要农产品消费保持
刚性增长， 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短期依然存在，粮食、肉类、棉花、
食糖消费增速都将有所放缓。 受疫情蔓
延和俄乌冲突等影响， 国际大宗农产品
价格高位震荡上行， 再加上化肥等农资
成本攀升，国内价格波动风险或将放大。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2—2031）》
总结回顾了稻米、 小麦等 18 种主要农
产品 2021 年市场形势，对未来 10 年的
生产 、消费 、贸易 、价格走势进行了展
望，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及时有效的
信息服务。

4月 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抓好春季农业生产措施，确保粮食丰收———

谷雨种大田：加强春管，保肥、保水、保农资
新华社北京 4月 20日电（记者 王立彬）民以食为天。 20 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的措施，确保粮食丰收
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

粮价为百价之基。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生产供应，对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特别是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具有
压舱石作用，在当前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一些国家高通胀的
情况下尤为重要。

谷雨前后种大田。 专家指出，现在我国粮食供应和储备充足，今年
春播稳步开展，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当前正值谷雨时节，要抓住“雨
生百谷”适播期，保播种面积，加强春管，保肥、保水、保农资，确保夏粮
丰收“开门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记者说，按党中
央和国务院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要揪住考核评
估“牛鼻子”，使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三管齐下”，抓好春季农业

生产、农资保供稳价、农产品产销对接。 农时不可误，要想方设法保障
外出农民能回乡、农资能进村、农机能上路、农技人员能进田。

党国英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加大农资补贴的举措，及时做
好粮食托底收购。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黄淮海等我国粮食主产区，
在抓疫情防控的同时，要确保农户粮食运得出、卖得掉，不能出现“卖
粮难”。 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防止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
预期。

·新华时评·

今日关注·春耕春播

�� 这是广西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的田园风光（（44月 1199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 4 月 19 日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雷官镇五里村 ，村民开展小麦
植保。 新华社发 （吕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