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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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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智能温室大棚订单增多，村民忙着分拣蔬

菜，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2021年，陈家店村创办了合作社蔬菜分拣车间，

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每天销售成品蔬菜两万公斤，带动周边农户建成蔬菜大

棚1500栋，年产值3000余万元，带动当地1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石雷/摄

开局之年仓廪足。2021 年，我
省粮食播种面积创历史新高，达到
8581.95万亩，同比增加59.28万亩，
粮食总产量达到 807.84 亿斤，同比
增加47.24亿斤，净增量居全国第二
位，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五位；粮食单
产941.3斤/亩，比上年增加48.7斤/
亩，超过全国平均单产水平21.6%。

粮食增产的背后，是全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
作出的“吉林作为粮食主产省，要扛
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定要保护
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等重要指示精神，把粮食生产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围绕全
年粮食生产目标，夺取粮食生产大
丰收。

以夯实产能为“根基”增强粮
食安全保障能力

在梨树县白山乡达利农民专业
合作社，一个个储粮仓装满了金黄
的玉米。“2021年，玉米产量特别好，
棒大、轴细，平均公顷产量达 2.6 万
斤左右，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合
作社理事长董雅丽高兴地对记者
说，好农艺、好农机、好植保，加上好
种子，有了科技傍身，提高了生产效
率，质量、产量都有了保障。

春华秋实，粮丰仓满。2021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
作，立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狠抓政策
落实、科技支撑和防灾减灾，提高粮
食安全保障能力。

高位推动早谋划。省委、省政
府成立了以景俊海书记、韩俊省长
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
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加强
粮食生产30条措施，召开了全省粮
食生产暨春季农业生产工作视频会
议，对粮食生产和备春耕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落实粮食播种面积。2021年年
初以来，向各市（州）、县（市、区）政
府下达粮食生产目标，粮食播种面
积 8581.95 万 亩 ，比 2020 年 增 加

59.2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我省任务
31.95万亩，为粮食产量提升奠定了
坚实基础。

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
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片（区），开
展生物防治水稻二化螟、水稻病虫
害飞防作业等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技
术示范推广，优选农业主推技术49
项、主导品种115个，主要农作物良
种覆盖率保持100%，推进粮食生产
绿色发展。

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通过
制定农业防灾减灾保丰收预案，分
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应对措
施，分区包片，实行常态化包保服
务。进一步加强草地贪夜蛾监测调
查，做好粘虫、蝗虫、稻瘟病等病虫

害监测防控，有效控制粮食损失，实
现“虫口夺粮”。

以农机化为切口 贯通“梨树模
式”推广

在提升粮食产量的同时，我省
在黑土地保护方面也持续加大力
度。为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我省一直把保护性耕作作
为黑土地保护的首推重大技术，持
续推动“梨树模式”，保护性耕作在
全省得到快速发展。

2019 年以来，我省保护性耕作
实施面积每年新增1000万亩以上，
实现“三连增”“三跨越”。2021年，
全省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2875万
亩，实施面积占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自治区计划面积的 40%以上，面积
稳居全国首位。农安、长岭、双辽等

15 个基础较好的县市开展整县推
进，实施面积均在 100 万亩以上。
双辽市基本实现全覆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推
行保护性耕作，农机是重点。为调
动农户购机积极性，我省充分发挥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作用，加
大保护性耕作所需机具补贴力度，
对保护性耕作机具实行敞开补贴
的同时，优化补贴分档，提高补贴
标准，保障资金需求。2021 年，新
增免耕播种机 6000 多台，保有量
达 3.5 万台。此外，保护性耕作作
业补助标准由每亩 25 元逐步提升
到 40 元，农户一公顷地就可以得
到 600 元，作业积极性越来越高。

为实现保护性耕作作业监测全
省统一管理，我省启动了吉林省农
业机械化智慧云平台。目前，全省
已安装电子终端监测设备2.1万套，
监测面积达1700万亩左右，占计划
面积的 60%。另一方面，为壮大作
业队伍，我省专门扶持合作社，投入
1亿元建设了80家农机合作社。目
前，全省共建设了 735 个全程机械
化合作社，30个粮食主产县乡镇覆
盖率达 72.1%。新建成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已成为实施保护性耕作
的主力军。 （下转03版）

强基固本稳粮仓
——我省粮食总产量突破800亿斤探源

□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冯超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单板、双板、雪圈……一项项刺
激、惊险、好玩的雪上体验深受
大家欢迎。1月1日，白山市浑
江区河口街道河口村的飞宇冰
雪世界里，一派欢腾热闹的景
象。

从白山市区出发，驱车 10
余公里就可抵达飞宇冰雪世
界。飞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学胜告诉记者，当年河
口村针对白山周边休闲娱乐项
目少的情况，于 2015 年引导和
组织村民，以土地、林地、资金
入股的形式成立了该旅游项
目。“当时我们的设想是打造辐
射白山（县）市区以及沿长白
山、鸭绿江旅游经济带赏雪、赏
花和休闲旅游为主的生态观光
旅游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既
拉动当地经济又能带动村民就

业。但是有些村民不理解，觉
得周围都没人干这个，风险太
大。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
告诉大家发展旅游，不仅能够
发展经济，还能保护当地环境，
子孙后代不仅仅拥有绿水青
山，也能得到金山银山。”王学
胜介绍：“村民思想转过来这个
弯，在街道的帮助下，旅游项目
于2016年正式运营，截至目前，
冬季旅游营业额达 40 余万元，
增加了个人收入，也增加了村
集体收入。”

河口村八社村民刘桂荣在
这里负责雪具的登记和发放，
看着络绎不绝的游人，她十分
高兴，“2016 年以前，我们平时
在家种点地，之后外出打零
工。自从有了这个旅游产业
项目之后，夏天可以在花海干
活，冬闲的时候就到雪场这里

来打工，离家又近，心情也好，
家 里 收 入 更 是 比 以 前 强 多
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飞
宇冰雪世界各式玩雪器具一应
俱全。前来滑雪的王先生说：

“我是从 2017 年开始领着孩子
来玩的，因为这里离市区近，特
别方便，每年都要带孩子过来
玩几次，非常开心。”

河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勇
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发展，如今
河口村冬季冰雪和春季花海旅
游项目均已粗具规模，今年河
口街道将加大对河口村的帮扶
力度，结合当地实际特点，进一
步开发游湖、漂流等水上项目
和采摘、农家乐等餐饮项目，做
到春赏花、夏游湖、秋进补、冬
戏雪，打造河口村成为适合一
年四季的旅游胜地。

冰雪变金银

河口村打造四季旅游新热点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月7日，
白山市江源区“微笑江源”主题活动启动
大会举行，域内外近百名企业家代表、知
名人士、受聘顾问、各地客商参加此次活
动。通过开展“微笑江源”主题活动，江
源区将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城乡环境和
人文环境，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软实
力”，让客商、企业和群众真切感受到江
源的城市温度、自信形象和人文魅力，努
力把江源打造成为企业家和外来人员的

“第二故乡”。
会上，江源区领导分别解读了“微笑

江源”主题活动方案、服务企业发展人才
政策和招商引资、重点企业联合会相关
政策，为荣誉市民、招商顾问、城市文化
推广顾问、法律顾问、旅游发展顾问、金

融顾问颁发了证书、聘书，并对域内优秀
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家颁奖。大会
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签订了玄武岩
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绿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园区项目、石材矿
产勘察开发项目和战略合作项目协议。

近四个月以来，江源党政领导率先
垂范，高频次、高效率“走出去、请进来”，
先后对接企业集团 68 户、商会院所 28
家，洽谈项目近百个，达成合作意向50余
个，累计签约项目38个，签约意向资金达
107.3亿元，充分体现了江源区抓经济、重
企业、上项目、促发展的力度。

据了解，“微笑江源”主题活动由区
委区政府主办，主题是全力打造“友善、
包容、服务、自信、安全”的“微笑江源”。

“微笑江源”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 文姬伶 记者 徐文君报
道 1月8日，由安图县委、县政府，延
边州体育局主办的“健康吉林·乐动
冰雪”“助力冬奥·乐享吉林”中国·
安图长白山沐雪之冬暨第四届全民
上冰雪启动仪式在安图县迎月山冰
雪乐园举行。

活动中，县内部分学校的学生
展示了精彩的速滑表演，赢得了观
众阵阵喝彩。登山跑、欢乐跑、雪地
足球表演赛现场，队员你追我赶、配
合默契，精彩不断。冰上趣味运动
会中，雪地龙舟、乾坤转运球、龟兔
赛跑、雪地运木材等项目，吸引了来
自各企事业单位、街道代表队的积
极参与，大家热情高涨，气氛浓厚和
谐。

此次活动旨在助力2022年北京
冬奥会，响应“全民上冰雪”的号召，

使体育爱好 者 在 运 动 中 增 强 体
质、陶冶情操、磨炼意志，感受到
冰 雪 之 美 、自 然 之 美 ，充 分 享 受
体育运动的快乐。通过举办全民
上冰雪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全
县冰雪运动与文旅事业、产业等
有 机 结 合 ，推 动 冰 雪 旅 游 、冰 雪
文 化 、冰 雪 体 育 、冰 雪 教 育 与 文
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切实为
建设长白山生态经济强县做出积
极贡献。

近年来，安图县从多个角度打
开体育事业发展路径，注重发展冰
雪体育事业，着力营造浓厚的冰雪
运动社会氛围，让冰天雪地汇聚如
火热情，让体育成为提高人民身体
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手段。

安图举行长白山沐雪之冬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