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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
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
创造更多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
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字当头，抓
好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基础，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
最好的粮食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
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
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
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广泛共鸣。

在吉林省内的玉米主产区，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的专家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从
事秸秆还田、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生产
技术示范工作。研究员李启云就是其中的
一员。“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
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作为科研工作者
要勇于承担使命，加快优良品种研制和绿
色生产技术集成应用。”

这几天，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植物营养教研室讲师冯国忠又忙活开
了。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
在梨树县四棵树乡三棵树村建起“梨树科
技小院”。打那时起，许多像冯国忠一样的
吉林农大师生就扎根“科技小院”。“总书记
强调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
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科研人
员只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才能真正实现
自己的价值。”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加强科技对农业
的支撑作用。去年，吉林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59.4%，良种普及率达100%。

走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东村
淳哲有机大米农场，田间无人机播撒着生
物肥，监控系统在稻田间全天候运转，土壤
温度、湿度等数据实时显示在农场中控室
大屏幕上。“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
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农场负责人金君说，
农业现代化这条“金扁担”，一头连着国家
的“粮袋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

吉林省农机化率已达89.2%。在前郭尔
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欣发村，松原
市善德农业有限公司经营的5300多亩稻田
锦绣如茵。公司董事长王淦说，从春耕到秋

收，机械作业占到九成。“总书记说要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我们已经尝到了甜
头，一定会继续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
平和科技应用力度，增加粮食供给，提升粮
食品质。”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
进适度规模经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卢伟农机农
民专业合作社，听取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
介绍。”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梨树县卢伟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卢伟很激动。“总
书记强调，要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总书记的
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今后要更加努
力，把合作社办得更红火，让土地产出更大
的效益，让社员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
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吉林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张凤春深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
大。张凤春说，截至2019年底，吉林省家庭农
场发展到3.12万个，农民合作社发展到8.94
万个，各类龙头企业发展到2600个，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达到2455万亩，“我们
一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围绕帮助农民、提
高农民、富裕农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增强了我们发
展家庭农场的信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龙井市东盛涌镇龙山专业农场负责人王立
臣说。

眼下，大安市太山镇巨宝村农民武立
辉经营的家庭农场内，一粒粒黄菇娘金黄
透亮正待收获。“总书记这么重视家庭农
场的发展，我们干劲更足了！”武立辉经
营着25座大棚，每座大棚每年可带来6000
元的纯收入。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
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
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综合经营
效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让农安
县亚宾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常亚宾印象深
刻。常亚宾说，大机械化和保护性耕作，
不仅保护了黑土地，还提高了产量——一
垧地产量从 1.8 万至 2 万斤，提高到 2.5 万
至2.8万斤。

（下转第三版）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发展，是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到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
略、再到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
质量发展，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以贯之、不
断强化，为东北振兴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热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

次到东北地区调研，为东北振兴发展倾注了
巨大心血。

“东北来得比较多，我十分关心这里的振
兴发展。这片土地为我们国家的革命、建
设、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新的形势下如何
继续推进东北振兴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这个
思考来的，同时也为谋划下一个五年的发展
进行调研。”

2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
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为推动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擘画蓝图。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
的关键时点，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东北，
深入吉林省的农村、社区、科技园区、企业
考察调研，为这片热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进一步指明方向、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新时代东北地区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

（一）希望的田野

“总书记您看，现在这玉米又高又壮，长
势喜人，再过两个月就成熟了，到时候一亩
地可以打 800 多公斤粮食，今年我们又将迎
来大丰收。”

7 月 22 日下午，松辽平原腹地，吉林省四
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
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凭
栏远眺，玉米地一望无边、绿浪滚滚。

这是5年间习近平第三次到吉林考察。这
次来，第一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
头等大事——粮食生产。

“前年在黑龙江建三江看了水稻，这次我
来看看玉米。”玉米地头，习近平谈及此行初
衷，“今年夏粮丰收大局已定，关键就看秋粮
了。今年灾害不少，我很关心东北这里的农
作物长势。”

正值抽雄吐丝期，玉米顶端的花穗，在
阳光下闪着金黄。十来架无人机正在进行喷
洒作业。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同志汇报：今年
吉林全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 83 万亩，
玉米保苗率达到 96.06%，是近 5 年来最好水
平，玉米、水稻、大豆三大品种现在的株高
比去年同期都高，同时在防灾减灾方面也增
加了投入。

看着眼前的玉米长势，听了情况汇报，
习近平强调：“粮食是基础啊！要加强病虫害
防治，争取秋粮有好收成，为全年粮食丰收
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梨树县是全国粮食生产 5 强县之一，也
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试验田。从 2007 年起，
这里开始探索以玉米秸秆覆盖、全过程机械
化生产技术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形成粮食增
产和黑土保护的叠加效应。

顶着烈日，习近平总书记步入玉米地深
处，走到黑土断面观测点近距离察看黑土保
护情况，并同在场的农业专家攀谈起来。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保国教授已在梨
树县扎根搞科研10多年。他指着挖开的黑土
层剖面告诉总书记，这个地方的黑土层原先
至少有 60 厘米厚，自清代末年开始开垦以
来，加上风蚀水蚀，每年要减少3毫米左右。

“100多年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再
过几十年，恐怕就要消失殆尽了。”总书记不
无忧虑地说。

“我们想了个办法，把玉米秸秆还田，就
像给黑土地盖了一层被子，不仅可以防止风
蚀水蚀，起到抗旱保墒作用，秸秆腐烂后还
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土质松软，玉米根系
扎得更深了，还能抗倒伏。”李教授向总书记
详细介绍保护黑土的梨树模式。

“这个模式总结推广了吗？”总书记关切

地问。
“梨树县已经推广了200万亩，全省推广

了1800万亩，计划推广到4000万亩。”
“这个工作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

心长地说，“东北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是
‘黄金玉米带’、‘大豆之乡’，黑土高产丰产
同时也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一定要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梨树模式值得总
结和推广。”

从黑土地保护谈到科技兴农，总书记指
出：“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化，要加
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基地和科研院
所的合作，专家学者要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
上，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
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农业现代化，需要插上科技的翅膀，也
离不开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

2015 年，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要求吉林
省“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5 年过去了，吉林
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如今已建成家
庭农场3.6万户、合作社8.6万个。

离开玉米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梨
树县康平街道八里庙村的卢伟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

合作社院内，一排现代化的农机具吸引
了总书记的目光。

“这是玉米联合收割机，能一次性完成玉
米摘穗、剥皮、收集装车；这是植保机，是
用来除草、田间防虫的；这台是打包机，最
大优点是可以一次性捡拾秸秆，打碎、除
尘，最后打成包，特别受欢迎……”合作社
理事长卢伟逐一介绍，如数家珍。

合作社成立后，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
模化、机械化经营，一台台大型机械轰隆隆开上
了广袤的田野，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民收
益大幅增加，劳动强度却大幅降低。

“入社以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在合作
社场院里，总书记开了个现场调研会。

“非常好！”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
列举入社后的实惠：

“把地交给合作社放心，比我们个人种得
好”“一年分红 8000 多元，逢年过节合作社
还给大家分豆油白面发福利”“我在合作社当
农机手，每月领固定工资”“我得空在家里种
种菜，还能去市场上换个零花钱”“我平时在
外打工搞室内装修，一年收入4万多”“我养
了10多头牛，一年收入七八万呢”……

“厉害啊！土地流转了，大家腾出手来
了，可以在合作社工作，也可以搞些副业，
多渠道增加收入。你们的探索很有意义，走
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合作社发展道路，农业
科技水平、农民科技素质和农业生产效益都
有了很大提高。”总书记十分高兴。

“农业合作社的道路怎么走，我们一直在
探索。在奔向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合作社是
市场条件下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也是高效
率、高效益的组织形式。国家会继续支持你们
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同时要鼓励全国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探索更多专业合作社发
展的路子来。”

（二）发展的新动能

“上一次来一汽还是 9 年前，这次来看了
以后，感到眼前一亮，今非昔比啊！”7月 23日
下午，正在长春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一路走过来，倍感欣慰。

一汽，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60 多年前，人民共和国百业待兴之时，

第一辆卡车“解放”、第一辆小轿车“东
风”、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在这里下线，
点燃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光荣与梦想。

60多年过去，一汽集团已成长为位居世
界 500 强企业前列的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今
日之中国，也成为了汽车生产和销售的第一
大国。

“从荒原建厂到自主换型到结构调整，一
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创业，而现在，我们正
进行自主创新的第四次创业。”一汽集团负责
人告诉总书记，企业当前正处在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深知汽车产业竞争之激烈：“现
在，国际上汽车制造业竞争很激烈，信息
化、智能化、共享化等不断发展，对我们来
讲有危有机，危中有机。”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整车硬件测试实验
室，了解企业科研攻坚情况。科研人员向总
书记介绍了最新打造的无介质全息影像、心
率方向盘等智能化产品，并现场演示了运用
数字模拟技术构建的自动驾驶测试系统。

展厅里，全新电动化智能网联技术平
台、高功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等最新科技创
新成果，“红旗”等品牌的纯电动 SUV、豪
华商务轿车、超级跑车、无人驾驶小巴士等
最新款式整车产品，一字排开。

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看，不时询问车辆
设计、性能等情况，还饶有兴致地坐进新款
汽车，手握方向盘，现场体验了一下：“真是
令人刮目相看，不仅造型时尚，更体现了高
技术。”

今年以来因疫情影响，汽车产业遭受严
重冲击，一汽依靠创新，产销逆势上扬，上
半年销售 163 万辆，特别是红旗等自主品牌
车生产、销售持续增长。

“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汽车强
国。”面对一汽职工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意味深长的讲话。

“我们发展自己的汽车制造业，像一汽这
样的企业要当先锋。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立这个志向，把民族汽
车品牌搞上去。现在中国要向制造业强国、
工业强国的更高目标发展，就是要在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抢抓机遇、弯道超车。”

一汽的改革发展，是吉林乃至东北地区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缩影。

深化改革是东北振兴的首要任务，增强
创新能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东北振兴发
展的根本途径。

长春新区，在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关键时
点应运而生。在吉林贯彻实施新一轮东北振
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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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村的葡萄满架满园，吉香居的泡菜清香四溢，
安岳柠檬种植园果实累累……盛夏时节，行走在川蜀大
地，感受特色农业蓬勃发展。

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中，四川省注重培育发展
优势特色产业，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
结机制，努力让广大农民持续增收获益。

果园村

“葡萄大家一起种，钱要大家一起赚”

走进眉山市彭山区果园村，万亩葡萄产业园中心区
里，网络直播带货人气正旺。每天，大量新鲜葡萄经由
电商平台售出，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说起自己的创业史，彭山区葡萄种植大户杨志明感
触颇深：“刚开始，经验不足，技术不成熟，基本就是靠

天吃饭，葡萄种出来卖一半烂一半。”
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杨志明尝试规模化种植葡萄。

2015 年，彭山区试行“三级土地预推—资质审查前置—
平台公开交易—风险应急处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并在
果园村率先落地。通过公开竞标，杨志明的公司在果园
村及周边流转260亩土地，走上规模化种植葡萄之路。

如今，杨志明的公司应用棚栽避雨、绿色防控、智慧灌
溉、温控系统等现代化技术，种植夏黑、巨峰等几十个葡萄
品种，葡萄年产量达70多万斤。“葡萄大家一起种，钱要大
家一起赚。”杨志明带动当地农户一起种葡萄，果园村及周
边的葡萄种植业快速发展，群众稳步增收。

得知家乡许多人通过种植葡萄增收致富，近年来，
果园村共有200余人返乡创业。除了发展家庭农场，不少
人还投身农资销售、水果初加工等配套产业。果园村已
成为彭山葡萄万亩示范区的重点区域，凭借葡萄产业，
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1万元。

吉香居

“泡菜生产线，使农户稳定增收”

口感爽脆、滋味酸辣的泡菜，是四川人餐桌上的常
见食品。在四川说起泡菜，不少人会提到吉香居。

坐落在眉山市东坡区的吉香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泡菜、调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泡菜生产
线，使农户稳定增收。”眉山市东坡区委常委、区总工会
主席邹和良对记者说。

近年来，吉香居在东坡区已发展订单农户 29820户，
订单蔬菜基地面积近 5 万亩，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2500
余人。2019年，公司兑现菜农现金1亿余元，带动周边农
民人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

没了销售上的后顾之忧，农户种菜更踏实了。家住
东坡区太和镇三江村的陈东元，以前是村里的贫困户。
借助吉香居的订单收购，老陈家现在种植辣椒3亩、芥菜
1 亩，年人均收入从不到 3000 元提高到 8000 多元，顺利
摘掉穷帽子。

2013 年，吉香居还与眉山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签
订协议，为残疾人积极提供就业岗位。目前，吉香居在
岗残疾员工近480人，占员工总数的27.3%。

隆恩村

“让群众住进新房子，能有稳定收入”

漫步资阳市安岳县的万亩柠檬种植园，柠檬芳香沁
人心脾。“目前，安岳有柠檬种植户 11 万户 33 万余人，
营销企业3000余户，12万余人在全国乃至国外卖柠檬。”
安岳县柠檬产业局局长田再泽自豪地说。

安岳素有“中国柠檬之乡”美誉。近年来，通过“市场营
销+订单农业”“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种养结合+循环发
展”等方式，安岳建成标准化柠檬产业园40余万亩，带动全
县 141个贫困村发展柠檬产业 8.1万亩，年产柠檬 9.4万余
吨。贫困户户均种植柠檬1亩以上，人均纯收入1800余元。

谈起近年来村子的发展变化，安岳县文化镇隆恩村
党支部书记刘艳英感慨很深：“过上好日子，就是要让群
众住进新房子，能有稳定收入。”

为了让村民稳定增收致富，当地还摸索出一条农旅
结合的路子——发展柠檬种植业的同时，突出柠檬文化
特色，推出“赏柠檬花、摘柠檬果、观柠檬景、吃柠檬
宴”乡村旅游项目，打造集“吃、住、游、购、采摘体
验”于一体的柠檬生态度假休闲区。

如今每到周末，隆恩村的农家乐、采摘园就很热
闹，成了城里人亲近自然、放慢节奏的度假好去处。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保障农民持续受惠

四川 特色农业促增收
本报记者 彭国华 赵渊杰 张 文 宋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