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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较好，全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秋粮丰收在望，端稳中国饭碗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秋分近，秋收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到来之际，全国秋粮收获陆续展开，大江南
北一派丰收景象。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面积
超过 13亿亩，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较好，
特别是占秋粮产量一半以上的玉米长势总体好
于上年。从收获情况看，目前秋粮收获超 2亿亩，
大面积收获近期即将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新
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2021年，
中国粮食产量达到 13657亿斤，比 2012年增产 11.5%，
连续7年超过 1.3万亿斤。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洪涝干旱灾害等困难，不误农时抓生产，
亿万农民挥汗耕耘夺丰收。眼下，夏粮、早稻均已实现增
产，秋粮丰收在望，全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 1.3万亿
斤以上，为端稳中国饭碗提供坚实支撑。

“今年的丰收，看来稳了！”

又到丰收季，稻田换“金装”。
在江西省抚州市，360 万亩中晚稻陆续

成熟，当地农户抢抓有利天气，驾驶农机收
割水稻。“这茬种了240亩水稻，亩产大概能
增加 200 斤左右，今年的丰收，看来稳了！”
这两天，抚州市广昌县头陂镇龙港村种粮大
户吴友平忙着抢收已经成熟的80亩中稻。

聊起今年水稻增产情况，吴友平表示超
出预期。“今年天很干，水稻种植受到不小影
响，很担心产量上不来。”吴友平说，好在政
策不错、田管到位，稻田得到充足灌溉，水
稻长势总体较好。

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江西今年粮食
生产不断闯关。“春耕时节农资价格高涨，5、6
月份连续低温阴雨，7、8月份又经历了历史罕
见的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我们与广大农民一
起，妥善应对各类灾情，奋力克服重重困难。”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早稻、夏粮
喜获丰收，1830.2万亩早稻增产0.8亿斤，109.1
万亩夏粮增产0.2亿斤。秋粮中的中稻生长虽
受干旱天气影响，但通过落实一系列防灾减
灾措施，目前收割已进入尾声。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占全年产量
75%。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9月 20
日，全国秋粮已收获 2.36亿亩，完成 18.1%，
进度同比快0.9个百分点。分地区看，西南地
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已经收
两成半，西北地区已收一成半，黄淮海和东
北地区零星收获。

在湖北省，中稻占全省粮食年产量一半
以上。今年，当地加快推广本土研发的杂交
水稻新品种，目前收获过四成。“亩产超过
1300斤，往年每亩最高也就1100斤。这新品
种不仅产量高，还抗病、抗倒、抗高温，挺
不错。”“老把式”王化林对今年收成很满意。

“这类抗旱品种生育期短，比较节水，对
今年粮食增产起到了很大作用。”湖北省荆门
市漳河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陈全智说，

“目前，我们培育的类似抗旱节水品种有 20
多个，接下来将在荆门全面推广，确保来年
还能增产。”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

长朱娟表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
全国大部地区秋粮长势较好，夺取丰收有基
础、有希望。

“种粮支持政策挺给力”

秋粮作物中，玉米产量占一半以上。走
进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的玉
米地里，粗壮的秸秆上缀满果实。“平均亩有
效穗数 4195 穗，穗粒数 563 粒，千粒重 352
克，亩产超1400斤。”常兴铎笑着细数最新的
测产结果，“今年旱情比往年严重，但种粮支
持政策挺给力，农技专家耐心指导，帮助我

们实现了高产。”
一段时间以来，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持

续高温少雨，局地旱情对秋粮生产带来挑
战。对此，有关部门和地区加强部署，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努力打赢秋粮丰收保卫战。
财政部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研究，紧急
通过中央预备费安排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
金 100 亿元，支持各地做好抗旱救灾、秋粮
防灾稳产等相关工作；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统筹支持秋收秋种，
至此今年中央财政已分三批累计下达补贴资
金 400 亿元；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通知，组织基层干部和农技人员下沉到抗灾
减灾一线，针对南方高温区的玉米落实“一喷

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
政策支撑加劲，秋粮形势向好。数据显

示，高温干旱虽导致局部玉米受灾1100多万
亩，但仅占南方玉米面积的一成左右、占全
国玉米面积的 1.7%。此外，东北地区玉米春
播以来积温足、降水多、墒情好，增产趋势
明显；西北地区玉米今年受旱明显轻于上年
和常年，预计也是增产趋势。农业农村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部分地区旱情对玉米影响有
限，目前全国玉米长势普遍较好。

再过几天，玉米等各类秋粮作物即将陆
续大面积收获。各地区各部门加强政策支持
的同时，积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黑龙江，

当地持续增强农民合作社组织、带动和服务
能力，为农民提供托管代收等服务，提高农
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合作社今年大豆种植面
积达到 4000多亩，较上年增长 1倍左右，目
前长势良好，预计产量能超过 800 吨。”虎林
市复勇红小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闫
允勇正在为月底大豆收割作准备，“除了合作
社的地，我们还为周边农户提供从种到收的
托管服务，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忙了。”

——备足用好农业机械装备。在安徽，相
关部门及时开展机手培训和机械检修，提前做
好 240 万台套各类机具保养与调试工作。秋
收期间，全省15万台套联合收割机将全部投
入使用，确保 6439 万亩秋粮抢收顺利，力争
玉米、水稻机收水平分别达到86%、98%。安徽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表示：“全省各地农
业农村部门正强化田间管理，做好收获准
备，变秋粮‘丰收在望’为‘丰收到手’。”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收下来，还要卖得好。在贵州省开阳县
花梨镇十字村，水稻刚收割完，田埂上的运
粮车已做好准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与村民
早早签订了协议，每斤以高于市场价 0.3 到
0.4元的价格收购稻子，老百姓不用担心稻子
售卖的事。”十字村党总支书记付昌海说，“今
年十字村种了1200亩水稻，平均亩产超1200
斤。我们会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让农民增
产又增收。”

秋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大头，旺季
收购时间跨度较长，一般从 9 月下旬持续到
第二年的 4 月底。眼下，随着秋粮收获加快
推进，今年秋粮收购工作已被提上日程。

9 月 15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
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收购工
作。会议提出，因地制宜制定收购工作方案
和应对预案，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积极
开展预约收购、订单收购，切实提升收购服
务水平，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目前，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
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
云说，“8 月份，我们提前对秋粮收购形势作
了调度分析，预计旺季收购量 1.85 亿吨左
右，与常年水平大体相当。”

——扩大市场化购销，稳住政策性收
购。开镰！近日，在湖北省云梦县道桥镇，
大型联合收割机奔走在 2 万余亩金色稻海
里。“我们镇是县重要水稻生产基地，生产的
特色珍珠糯稻在市场上很吃香，每斤收购价
格比常规优质稻差不多能高出 1 元。”道桥镇
党委副书记张学平说，从稻田到餐桌，道桥
镇已形成集粮食种植、收购储备、生产加
工、进出口贸易、互联网销售等多环节为一
体的产业链。

据介绍，今年秋粮市场化购销将进一步
扩大，预计中晚稻旺季收购量 6600 万吨左
右，部分地区可能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
行预案。秦玉云表示，今年国家继续对主产
区中晚稻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中晚籼稻和粳
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斤1.29元、1.31元。

——加强产后服务，促进减损增收。“收
了后，村民直接把稻谷运到我们厂里烘干，
避免出现霉变。”江西抚州昌瑞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符毛毛表示，“最近，随着中稻收
割节奏加快，农民对稻谷烘干服务需求增加，
厂里的烘干机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9 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切实抓好2022年秋粮收
购工作，认真落实节粮减损政策措施，充分
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及时提供粮食
清理、干燥、收储等服务，促进农民减损增
收；提早谋划有序开展粮食烘干服务，积极
应对雨雪等极端天气，避免出现霉粮坏粮。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秋粮上市情
况，认真组织开展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
购，持续优化为农为企服务，切实强化收购
监督检查，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
线。”秦玉云说。

“粮袋子”分量更足

■粮食产量连续7年超过1.3万亿斤

这10年，中国粮食连年丰收。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
站上1.2万亿斤台阶。自2015年起，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超过
1.3万亿斤，2021年达13657亿斤。。

■■人均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人均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国际上通常认为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粮食占有量达到400400公斤以上就代表该公斤以上就代表该
国或地区粮食安全国或地区粮食安全。。随着中国粮食产量持续攀升新台阶随着中国粮食产量持续攀升新台阶，，人均人均
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自自20122012年起年起，，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450450
公斤以上公斤以上，，20212021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483..55公斤公斤，，比比20122012年增加年增加
3131..44公斤公斤，，20201313——20212021年年均增长年年均增长00..77%%。。

■■粮食库存充足粮食库存充足

联合国粮农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织认为 1717%%的库存消费比是粮食安全的警戒的库存消费比是粮食安全的警戒
线线。。当前中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当前中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5050%%，，稻谷和小麦库存量超过稻谷和小麦库存量超过
一年的消费量一年的消费量，，充裕的粮食库存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充裕的粮食库存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菜篮子”更丰富

■蔬菜瓜果产量持续增加

蔬菜瓜果等是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0
年来，城乡居民蔬菜和瓜果消费量不断增加，在消费增加的刺
激带动下，全国蔬菜和瓜果产量不断增加。

20212021 年年，，全国蔬菜及食用菌产量达全国蔬菜及食用菌产量达 7754977549 万吨万吨，，比比 20122012 年增年增
加加 1592415924 万吨万吨，，20132013——20212021 年年均增长年年均增长 22..66%%；；水果产量水果产量 2997029970 万万
吨吨，，增加增加 78797879万吨万吨，，年均增长年均增长 33..44%%；；油料产量油料产量 36133613万吨万吨，，增加增加 328328
万吨万吨，，年均增长年均增长11..11%%。。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的稳定增长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的稳定增长，，使居民的使居民的

““菜篮子菜篮子”“”“油油瓶子瓶子””更更充实充实，，极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

■■新鲜果蔬四季常有新鲜果蔬四季常有

20212021年末年末，，全国全国温温室室、、大棚大棚、、中小中小棚等农业设施数量达棚等农业设施数量达 28002800
多万个多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38003800多万亩多万亩。。设施农业设施农业、、无土栽培无土栽培
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突破了资源自然条件限制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突破了资源自然条件限制，，改变了农业生改变了农业生
产的季节性产的季节性，，拓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拓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为城乡居民提供丰为城乡居民提供丰
富的新鲜瓜果蔬菜富的新鲜瓜果蔬菜。。

肉禽蛋奶结构更优

■“肉盘子”结构持续优化

动物性食品是城乡居民获取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其
消费量一般随居民收入提高呈逐步增加的趋势。2012 年以来，
在旺盛的消费需求带动下，中国肉禽蛋奶产量不断增加，结构
持续优化持续优化，，有效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效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20212021年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全国肉类总产量达 89908990万吨万吨，，比比 20122012年增加年增加 519519万万
吨吨，，20132013——20220211年年均增长年年均增长00..77%%。。畜牧生产结构持续调整畜牧生产结构持续调整，，猪肉猪肉
占比下降占比下降，，牛羊禽等其他肉类产量占比持续提高牛羊禽等其他肉类产量占比持续提高。。20220211年年，，猪肉猪肉
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下降到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下降到5858..99%%，，比比20122012年减少年减少55..44个百分个百分
点点；；牛牛羊羊禽等其他肉类产量占比提高到禽等其他肉类产量占比提高到4141..11%%。。

■■禽蛋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禽蛋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

20212021 年年禽蛋禽蛋产量达产量达 34093409 万吨万吨，，比比 20122012 年增加年增加 523523万吨万吨，，年年
均增长均增长 11..99%%。。奶类生产持续增加奶类生产持续增加，，20212021 年奶类产量达年奶类产量达 37783778 万万
吨吨，，比比20122012年增加年增加471471万吨万吨，，年均增长年均增长11..55%%。。

数数据来源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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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9 月 19 日，安
徽省黄山市歙县阳产村
的村民在土楼前晾晒农
作物。 施亚磊摄

（人民视觉）

图②：9 月 13 日，山
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
街道王峪村农民在山坡
地收获谷子。

李宗宪摄
（人民视觉）

图③：日前，在重
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太原镇麒麟社区，
村民正晾晒辣椒。

王欣悦、赵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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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1616日日，，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职工驾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职工驾
驶收获机车抢收玉米驶收获机车抢收玉米。。 许颖献许颖献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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