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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根基；耕地，是粮食

生产的命根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解

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

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如何看

待这一最新部署？打好种业翻身仗、牢牢守

住耕地红线，进一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该从哪里着手？记者进行了采访。

加强良种来源和供
给保障，提高种质资源保
护和利用水平

“好种子才能产好粮。这几年，我们基

地种的都是‘川优 6203’水稻，属于适合川

蜀地区气候的长粒型优质香稻。”四川内江

市东兴区宏展粮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红

兵介绍，这种水稻亩产超过 650 公斤，收购

价比普通水稻高 20%—30%。

一粒小小的种子，对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起着关键支撑作

用。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

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畜禽

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 75%。“总体上，我国农

业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风险是可控的。”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

不过，良种来源和供给仍有短板。中国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

受育种水平及栽培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我

国玉米、大豆等作物品种与国际上存在差

距，大豆单产普遍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60%
左右。“提高单产，关键靠良种。现代育种技

术能够有效改善作物的抗病、抗倒伏等性

状，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存在短板。农业

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国种业科

技进步明显，但核心技术创新还不足，主要

体现在种质资源挖掘、技术创新应用以及商

业化育种体系等方面。

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

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种业原

始创新的物质基础。“从源头破解‘卡脖子’

难题，是种业打翻身仗的钥匙。”李国祥说，

我国地域广阔，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大，物

种丰富，是我国种业全链条自主创新极其

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表示，要

紧密围绕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的需求，加快培育抗赤霉病节水小麦、高产

优质水稻等重大新品种。同时，要加大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夯实粮食生产土地
根基，加强耕地保护和质
量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部长叶兴庆表示，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

线，就是守住粮食生产的“安全线”。

2020 年，国办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

“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和《关于防止耕地“非

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明确“将有限

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等要求。近

日，农业农村部对统筹和利用撂荒地、促进

粮食和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具体部署。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推进和资本下乡，

有的地方绕开耕地用途管制规定，将农用地

非法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进行开发，有的地方

将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解为压减粮食生产

等。叶兴庆说：“这些行为，必须坚决遏止，

同时落实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提升耕地质量，必须加快建设高标准农

田。“2020 年，我承包的地块有 30 亩纳入了

土地平整范围，往后种地收入还能涨。”湖南

平江县白茅塅村种粮大户黄新根说。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

我国将推进 1 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 1500 万亩。

耕地质量提升，要在关键处拿出关键措

施。 2021 年，我国将启动实施国家黑土地

保护工程，集中连片推进黑土地综合治理，

加快改善黑土地设施条件、内在质量、生态

环境等，开展保护性耕作 6000 万亩。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关义新表示，实施推广保护性耕作，不仅能

减少风蚀水蚀、提高土壤有机质，还能有效

促进作物抗逆增产。

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从根本上守

住粮食安全。叶兴庆说，国家粮食安全产业

带立足整个产业，通过集聚整合资源要素，

建立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为延伸的产业体系。既有利于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提升供给质量，同时能有效调

动粮食主产区积极性，让种粮农民分享到更

多产业链增值收益。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

将聚焦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选择产粮大县集中、基础条件良好

的区域，加大倾斜支持力度，着力改善基础

设施条件，打造一批国家级粮食安全产业

带，提升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推动农业生产绿色
发展

“我们的 5 万亩饶河大米从育苗、收割

到晾晒实行全流程统一管理，不输世界级品

质好米。”黑龙江饶河县胜利米业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潘培军介绍，公司的 2000 亩鳅稻

米，泥鳅在水稻田里游，既能松土，又能给水

稻提供养料，产出的米粒更实。

绿色、优质已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旋

律。2020 年，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 2.2 万个，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

97.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75%，农

作物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 4 年负增长。

过去，一些地方过量使用化肥，成了农

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各地通过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

等先进施肥技术和产品提高化肥利用率，通

过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替代和减少化学农药

使用，通过推进统防统治、装备新型高效药

械提高农药利用率。

推动进一步节肥节药，需要补齐相关的

技术、机制短板。全国农技中心主任魏启文

分析，目前我国绿色防控产品加工水平和产

业化水平还不高，生物农药防治效果差别较

大，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能力和水平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提高肥料利用水平，需

要集中力量突破制约肥料高效利用的重大

技术，逐步细化完善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科

学施肥技术方案。

畜禽粪污和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是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的一大难点。清华大学中国

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说，以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为重点，发展区域生态循环农业，是

推动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的有效方式。

在山东龙口市黄山馆镇隋家庄村，每年

“三夏”期间，成捆的麦秸从地头直接运往附

近的奶牛场。格润富德农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秸秆经晾晒、粉碎

后，成为奶牛粗饲料的重要补充，还能制作

成优质的牛床垫料；牛粪作为优质有机肥还

田，消化了多余的秸秆，从源头上保证了粮

食和乳制品的质量。

近年来，我国已逐步建立起秸秆收储运

体系，因地制宜推动秸秆综合利用。 2019
年全国秸秆利用量 6.34 亿吨，其中秸秆饲料

化利用量 1.03 亿吨。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

将开展有机肥替代和农膜补偿试点，再创建

100 个绿色防控示范县，完成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 5000 万亩和耕地轮作休耕 4000 万亩。

为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要扩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再制修订 100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认定 1 万个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食用农产品达

标合格证制度尽快实现全覆盖。

向良种良田要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高云才 郁静娴

■经济新方位·2021怎么干R
本报北京 2 月 4 日电 （记 者王君

平）记者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4 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 2 月 3 日 24
时，全国累计报告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3123.6 万剂次。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继续向好，本周前 3 天所有省份单日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均在

10 例以下。国内仍有新增中高风险地

区，防控工作不可有丝毫松懈。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

员郭燕红介绍，各地要加强核酸检测的

组织管理，不断优化核酸检测的服务，全

面推行分时段、预约采样。核酸检测机

构设置专门的窗口和区域，为单纯进行

核酸检测提供采样服务，群众无需挂号

和免收门诊诊察费，让信息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对于农村地区如何扩大核酸

检测的服务，按照“乡采样、县检测”的要

求在乡镇卫生院提供检测服务。同时鼓

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核酸检测

实验室，或配备移动核酸检测车辆，开展

下乡巡回检测，为回乡老百姓提供便捷

服务。截至 2 月 1 日，全国单管核酸检测

能力已经提高到 1600 万份/天。

为了让群众过一个暖心、安心、舒心

的春节，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送关爱、送温

暖的政策措施。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曹

后灵介绍，苏州市提出“稳岗惠企十条”

政策，鼓励职工留在苏州，促进生产稳

定，保障生产生活秩序。一是让外地职

工留得下，政府有补贴、企业有补贴，鼓

励他们学技术，搞培训。二是让留苏职

工过得好，免费坐公交、地铁，免费参观

苏 州 园 林 ，开 展 大 促 销 等 活 动 引 导 消

费。三是要保障生产生活稳得住。

北京市东城区清水苑社区党委书记

宋淑贤介绍，有效发挥“东城社工”的作

用，做好服务保障。文化惠民让“年味”

不打折。春节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免费

开放和发放 2021 年度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暖心服务让“温情”

不打折。组织居民便民服务站、快递网点正常营业，做好社区生活

物资保障工作。守望相助让“关爱”不打折。

浙江省金华市副市长、义乌市市长王健介绍，义乌出台 17 条

举措。一是打好“政策牌”。发放每人 500 元的消费券，每人 20G
手机流量包，给予每家餐饮单位 3000 元到 10 万元的补助。积极保

障外来建设者“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二是打好“就业牌”。积极

搭建企业间员工共享平台，发布“留在义乌”春节招聘专区、开展

“春节开工不打烊”线上招聘，保障春节期间用工、务工需求。三是

打好“暖心牌”。与 90 个县市区联合，通过媒体连线、云端团聚等

方式，为外来建设者寄家书、传问候、解思念。

宋淑贤介绍，3 月 15 日之前，低风险地区进京返京人员都需要

持 7 天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京后需进行 14 天的健康监测，并在满

7 天和满 14 天的时候进行两次核酸检测。按照现行防疫要求，低

风险地区来京返京的人员在健康监测期间，出行不受限制，居民可

提前在家预约或者到现场预约检测。返京人员到家后，主动联系

所在社区居委会，进入小区后主动进行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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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R

本报北京 2月 4日电 （记者陆娅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
月份，国家铁路货运量创历史新高，货物发送量完成 3.24 亿吨，同

比增长 11.8%；日均装车 17.3 万车，同比增长 12.7%。其中，电煤运

量增长强劲，完成运量 1.2 亿吨，同比增长 23%，为国民经济平稳运

行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提供了可靠运输保障。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集团充分利用铁路新线开通不

断增加的运能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极大释放的货运能

力，深入推进货运增量行动，大力实施以货补客，努力促进增运增

收。组织各单位加大煤炭特别是电煤运输组织力度，主要煤运通

道运输实现整体上量，全国 350 家铁路直供电厂煤炭存煤可耗天

数稳定在 13 天以上。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以大秦、瓦日重载煤运通道为重点，

主打晋煤外运，大秦、瓦日线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18.3%和 30.7%；中

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利用唐包煤运重载通道，主打蒙西煤

炭铁海联运，唐包线运量同比增长 64.3%；中国铁路西安、武汉局集

团公司加快打造浩吉线集疏运系统，积极组织陕煤直达外运，浩吉

线运量同比增长 86%。

据介绍，1 月份，国铁集团进一步提高效率，稳步提升了集装

箱装车水平，国家铁路集装箱日均装车完成 3.5 万车，同比增长

42.6%；主动对接供需企业，签订煤炭产运需三方协议运量 9.5 亿

吨，同比增加 4440 万吨，增长 4.9%。

1 月份国家铁路货运量创新高

本报北京 2 月 4 日电 （记者罗珊珊）4 日，记者从商务部获

悉：2020 年 12 月我国服务出口 2316.2 亿元，增长 6.9%，是 2020 年

出口增速最高的月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79.4 亿元，同比

增长 76.6%；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 13.5 亿元，同比增长 46.5%；运

输出口 5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9%。

据介绍，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服

务进出口总额 45642.7 亿元，同比下降 15.7%，服务进出口增速降

幅逐季收窄趋稳，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

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

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 2020 年我国服务出口 19356.7 亿

元，下降 1.1%；进口 26286 亿元，下降 24%。服务出口降幅小于进

口 22.9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53.9%至 6929.3 亿元，同

比减少 8095.6 亿元。

2020年 12月我国服务出口增长 6.9%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清晨 6 点，天微亮，孙明就赶到了上海

市长宁区盒马鲜生曹家渡店。一年中的大

部分时间，他都是这样度过。可这些天，每

当电动车经过配送通道，他都会放慢速度，

或者干脆停下来看上几眼。

通道两侧的白墙上，是一张张定格了配

送员们专注工作状态的照片，一串串灯饰挂

在边上，星星点点，其间还点缀着红色的小

灯笼。

孙明的照片，被贴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旁边还写着一句话：“你是这个城市最靓的

仔！”孙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拿手机拍了一

张，传给远在湖北的家人。陆续到来的骑手

们看到焕然一新的通道，纷纷停下来寻找自

己的影像。

策划这场惊喜的，是来自长宁文化艺术

中心的一群年轻人。一个月前，他们潜入骑

手的队伍，“偷拍”下一个个工作的瞬间。前

一夜，趁骑手下班，他们又把工作间装扮一

新。“在这座城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骑

手风尘仆仆的身影，我们希望装扮一下他们

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和‘家’的温暖。”文化艺术中心工作人员陈

劼说。

临近春节，很多像孙明这样的外来建设

者决定留沪过年。此前，上海市总工会下发

工作通知，除了提供通信补贴、健康医疗补

贴、影音娱乐礼包和扶贫产品零食包等关爱

之外，还特别强调要丰富外来建设者的节日

生活。近期，上海市各街镇、工业园区、建筑

工地，纷纷举办送春联、小型文艺演出、读书

分享、趣味健身、市内一日游等多彩多样的

节日特色活动。

前几天，找了个订单少的时段，长宁文

化艺术中心的年轻人又化身“街头艺人”，带

着乐器、音响为骑手们送演出。来之前，他

们专门上网搜了“快递小哥们喜爱的十首

歌”。音乐声响起，来来往往的骑手们忍不

住停下，惬意地小憩一会儿。

现场人气越来越高，一位快递小哥走上

前，主动申请高歌一曲。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他唱得很投入，将气氛瞬间点燃。骑手们

纷纷自告奋勇地上台献唱，“没想到他们这

么活泼、愿意表达自我，观众变成了歌手！”

活动策划人周姗璐笑着说。

谈及新年愿望，孙明说：“希望疫情快点

结束，能和家人早点团圆，也想多送点单子

提高收入。”

小型文艺演出、读书分享、市内一日游……

留 沪 过 个“ 特 色 ”年
本报记者 季觉苏

2 月 4 日，工人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空中花园”区域施工。作为北京冬奥会重点工程之一，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已基本完成赛时钢结构施工，预计 2021 年 7 月，项目将按时交付北京

冬奥组委。赛时钢结构主要包括各种钢支架和钢格栅，用以满足赛时各类数据机房、机电设备的安装需求。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承担主媒体中心（MMC）功能，为全球媒

体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一版责编：李仕权 许 诺 张帅祯

二版责编：王 军 吕 莉 郭雪岩

三版责编：王 芳 吴 刚 杨 迅

四版责编：肖潘潘 杨烁壁 郭 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