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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这一年，相关工作
成效如何？1 月 20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
曾衍德在会上介绍，总的看，2021年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今年，农业农村
部将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曾衍德表示，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
发展环境，农业农村部扎实推动“三农”各
项工作，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实现“十
四五”良好开局。

粮食和农业生产再获丰收。粮食播种面

积 17.64 亿亩、比上年增加 1295 万亩，产量
13657亿斤、在高基数上增加了267亿斤。生
猪生产全面恢复，截止到2021年底，全国能
繁母猪存栏4329万头，产能回到合理水平。

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脱贫人口人均实
现产业增收 2200 元以上。脱贫劳动力务工规
模达到3145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新提升。新收集
农作物资源2.6万多份、水产种质资源4万多
份。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1.05亿亩，实施东北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7200万亩。

拓宽产业就业增收渠道。预计2021年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 17.7万亿
元、增速超过 10%，乡村休闲旅游业营业收入
恢复性增长、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左右。新创
建 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 个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298 个农业产业强镇，带动 1560 多

万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8931元，实际增长9.7%。

“此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绿色转
型、农村改革均取得新进展。”曾衍德说，
2021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预计超过
70％，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
稳定保持在 90%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农膜回收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预计
分别超过88%、80%和76%，分别比上年提高
0.4 个、1 个和 1 个百分点。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分别达到390万家和220万个。

未来3个月蔬菜供应1.7亿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1年，猪肉产
量 5296 万吨、比上年增长 28.8%，基本达到
历史正常年份水平。同时，牛羊肉产量比上

年增长4.1%，牛奶产量增长7.1%，水产品产
量增长 2%以上。预计全年蔬菜面积 3.2 亿
亩、产量7.5亿吨，水果产量超过2.9亿吨。

“下一步，我们将分区分类抓好‘南菜北
运’基地、北方设施蔬菜大省、大中城市等
重点地区冬春蔬菜生产，持续抓好畜禽水产
养殖，不断提升‘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能
力。”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
说，当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 8000 万亩左
右，同比增加200多万亩，预计未来3个月蔬
菜供应总量1.7亿吨，同比增加350万吨。

唐珂表示，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
策，积极协调产区和销区构建“点对点”对
接关系，确保“菜篮子”产品产得出、运得
走、供得上。紧盯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和雨
雪冰冻等极端天气等特殊时段，加强生产情

况调度和市场动态监测预警，指导督促各地
特别是大中城市制定好应急保供预案。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今年春节和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期间，肉蛋奶果菜鱼供应总量充
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唐珂说。

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

去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今年如何进一
步稳定粮食生产？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
示，农业农村部将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生产，
确保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工作安
排上，主要抓好四个方面。

强化责任落实。继续下达粮食生产目标
任务，层层压实地方责任，确保今年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17.6亿亩。

加大政策支持。落实好小麦、稻谷最低
收购价政策，稳定农民收益预期。统筹实施
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扩大耕
地轮作、粮食绿色高产行动、农业社会化服
务等政策覆盖范围，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
和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

精准指导服务。制定分作物分区域分品
种技术意见，开春后开展部领导包省包片联
系指导和科技小分队蹲点指导。

抓好防灾减灾。加大对防灾减灾救灾的
支持力度，指导支持地方做好技术准备、物
资储备，落实好抗灾增产的关键技术措施。
同时，提早下拨重大病虫害的防控资金，落
实草地贪夜蛾“三区四带”防控措施，准备
充足药剂药械，做到有备无患。

“后期，我们将召开全国春季农业生产会
议，全面动员部署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抓
好冬小麦促弱转壮的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全
力打赢夏粮生产这一仗，为全年粮食丰收奠
定基础。”潘文博说。

2021年粮食播种面积增至17.64亿亩，家庭农场达到390万家——

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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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比上
年上涨 0.9%，低于
全年 3%左右的预
期 目 标 。图 为 近
日，在江西省吉安
市峡江县一家超
市，售货员在整理
货架。

陈福平摄
（人民视觉）

本报兰州1月20日电（记者银燕、赵帅杰） 记者从近
日开幕的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获悉：
预计2021年甘肃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超过千亿元，两大指标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据介绍，初步核算，2021年，甘肃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10243.3 亿元。全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1.8 亿
元，比上年增长14.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25.9亿元，同
口径增长3.9%。

与此同时，甘肃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缩小。2021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66元，比上
年增长 8.5%，两年平均增长 7.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6187元，比上年增长7.0%，两年平均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33 元，比上年增长
10.5%，两年平均增长 9.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3.17，比上年缩小0.10。

本报北京1月20日电（记者王浩） 记者从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长江干流葛洲坝、三峡、向家坝、
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6座梯级水电站全年累
计发电量达2628.83亿千瓦时，标志着世界最大
清洁能源走廊的发电量创历史纪录，相当于减
排二氧化碳约2.2亿吨。当前，梯级水电站可用
水量约300亿立方米，储能约210亿千瓦时，为
今冬明春用电高峰期、冬季供暖期、水电枯水
期电力保供打下坚实基础。

三峡集团科学开展六库联合调度，统筹协
调梯级电站消落、防洪及蓄水工作。2021 年三
峡大坝累计拦蓄洪水达172亿立方米。枯水期梯
级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超340亿立方米，增加中
下游航运水深0.9米，改善了长江干流“黄金水
道”的通航条件，有效保障了下游春耕以及生
产生活用水需求；累计开展8次生态调度，其间
葛洲坝下游鱼类总产卵量超124亿颗，其中四大
家鱼产卵规模超 84亿颗，为历年之最，推动长
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甘肃生产总值首超万亿元甘肃生产总值首超万亿元
本报上海1月20日电（记者巨云鹏、黄晓慧、季觉苏） 20

日，记者从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获悉：
2021年，上海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态势；全市生产总值突破 4 万亿元大关，达到
4.32万亿元，增长8.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3%。

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
在 4.1%左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制造业
产值增长18.3%。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8%。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持续推进。2021年持牌金融机构新
增 58家，金融市场交易总额突破 2500万亿元、增长 10.4%。国
际贸易中心能级大幅提升，口岸贸易总额保持世界首位，千亿
级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达到7家，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703.3
万标准箱。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225.5亿美元，增长 11.5%；新增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家，新增外资研发中心25家。

上海生产总值达4.32万亿元

本报北京1月 20日电 （记者王俊岭）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2021年，我国出口鞋靴金额4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出口价格延续上
涨势头，2021 年上涨 15%，制鞋产业链供
应链展现了很强的韧性，为稳外贸作出积
极贡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传统
优势外贸产业在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稳
外贸、稳预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
地方情况看，福建、广东仍是我国鞋靴出
口前两大省份，2021年前 11个月出口额分
别达 119 亿美元和 107 亿美元，增长 38%和
27%，合计占我国鞋类出口的 44%。同时，
2021年全球供应链局部紊乱，国际物流价格
高位徘徊，用工难用工贵、原材料成本和能
源资源价格上涨等问题持续存在，导致企业
综合成本上升，部分企业增收不增利。

“近年来，商务部会同各地方、各相关
部门扎实做好稳外贸工作，全力保障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我国外贸克服诸
多困难，实现快速增长。”束珏婷说，具体
到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商务部针对企
业面临的困难和诉求，先后出台一系列针
对性政策举措，包括认定一批鞋类产品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并加大培育力度，举
办鞋类产品境外品牌展助力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推动缓解国际物流压力等。与此同
时，相关外贸企业积极采取行动，共同推
动制鞋行业持续转型升级，不断提升综合
竞争力，鞋类产品出口实现量价齐升。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
见》 明确提出，对包括鞋靴在内的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各地方要落实好各项
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以符合世贸规
则的方式加大出口信贷、出口信保等政策
支持力度，支持各地方研究建立外贸领域

用工定点定期监测机制，及时掌握用工情况，开展精准帮扶。
束珏婷表示，商务部将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贸政策落实，用

好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境外品牌展等平台，鼓励制鞋等传统行
业加快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帮助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促进传统出口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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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 （9号） 转子吊装就位，标志着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电机
组转子全部安装完成。 沈靖然 张冬梅摄 （人民视觉）

2021 年长江六座梯级水电站
累计发电 2628.83 亿千瓦时
当前储能约21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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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迎新春·送祝福·欢乐过大年”主题城市街
景亮化景观整体亮灯，道路两旁、公园广场张灯结彩，火树银花，如梦似幻，迎接即将到来的
新春佳节。图为游客在赛罕区东二环路观赏街景亮化景观。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月20日电（记者廖睿灵） 记
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1年，我国新增光
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约 5300万千瓦，连续 9
年稳居世界首位。截至2021年底，光伏发电
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06亿千瓦，突破 3亿千
瓦大关，约相当于 13 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
量，连续7年稳居全球首位。

分布式光伏发展成为新亮点。截至2021

年底，分布式光伏突破 1亿千瓦，约占全部
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的 1/3。2021 年，分
布式光伏新增约2900万千瓦，约占全部新增
光伏发电装机的 55%，光伏发电集中式与分
布式并举的发展趋势明显。

新增分布式光伏中，户用光伏达到约
2150万千瓦，成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全国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
连续7年稳居全球首位

全国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
连续7年稳居全球首位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

者吴雨） 20日，新一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LPR） 出炉，1 年期
和 5 年期以上 LPR 较上一期分别
下 调 10 个 和 5 个 基 点 ， 1 年 期
LPR降至3.7%。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
LPR 为 3.7%，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自2020年4月20日创下改革

以来单月最大降幅后，5年期以上
LPR经过20期“按兵不动”，直到此
次下调了5个基点。

作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重要一步，LPR 已逐渐替代贷款
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

“锚”，每月定期发布。LPR 调整
有较强的方向性和指导性，LPR
下行可带动企业融资实际利率下
行，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

近来，江苏省
东台市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种植
的冬季西瓜开始
开花坐果。园区管
理团队组织技术
骨干走进温室大
棚，指导瓜农整枝
打杈、人工授粉，
实行精准管护。

练益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