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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海龙昌铭电器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01066
0004497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600031982091208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亚奥鱼粉厂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6020010030
3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永安实业开发公司茶艺文化
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01007019，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60100713813108，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7138131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永安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红木
家私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600001009554，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60100984091311，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9840913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永安时代家私广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第三营业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企合琼分字第
00786号，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60100760385978，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6038597-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港集团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
0816981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后勤服务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分）460000000132869，特此
声明。
▲海口琼山绿柳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71694157，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海南省铭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业务专用章一枚申请作废。
▲海南珠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国有土地使用分割证,分割证编
号:200708164,现声明作废。
▲羊桂英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3600177116，声明作废。
▲本人赵丹明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棋子湾海湾明珠项目60栋 113房
购房产权式酒店公寓一张收据。
收据编号：HN1409824，特声明作
废。
▲许飞洪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94600421000892，声明作废。
▲袁诰钧在2019年8月5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007199603180030，有 效 期
2018 年 10月 19日至 2028 年 10
月19日，特此声明。
▲海南益强矿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
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27710301，账 号 ：
21599001040013810，声明作废。
▲海南三圆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识别号：
460100754366439，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清泉电器商行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3601103351，税务登记证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0319920422063401，声明作
废。
▲本人符文叔遗失建筑施工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建筑起重机械师
机），证号为：琼 042018000873，
特此声明。
▲海南速成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创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
废。
▲文昌清澜春叶蔬菜摊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原件，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69005MA5RT12399，
声明作废。
▲高永宝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重兴镇加昌村民委员会才美村的
农村宅基地权属来源证明书一本，
土 地 证 号: 文 集 用（2011）第
058293号，特此声明。

公告
海南喜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谢国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19﹞第442号），并定于2019年
9月17日10时开庭审理。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
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
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开庭后3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以上材
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公告
海南未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刘广凌、彭治文、龚
伟、梁樱露、韦婉婷、蔡欣邑、符翘
楚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龙劳人仲案字﹝2019﹞第435-
441号），并定于2019年9月18日
09时30分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
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电
话：0898-66568110）领取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
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开庭后30日内到本
委领取裁决书。以上材料逾期视为
送达。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公告
琼中红罗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王飞、王唯、
王兴艺、陆党基、何梅英等5人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琼中劳人仲案
字〔2019〕第173号），并定于2019
年9月24日上午9时00分开庭审
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琼
中县国兴大道197号办公楼3楼，
联系电话：0898-86231511）领取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8月9日

注销公告
东方忠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向
东方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天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彭国荣与被申请人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
字﹝2019﹞第361号），并定于2019
年9月11日09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
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开庭后
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以上
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公告
海口振业盛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肖明长与被申请人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
字﹝2019﹞第341号），并定于2019
年9月11日10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
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开庭后
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以上
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公告
海南指尚传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刘桂英与被申请人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
字﹝2019﹞第431号），并定于2019
年9月17日9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
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开庭后
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以上
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声明
李文水(370784198710240515）于
2018年12月25日向公司提出离
职，未进行工作交接，自2019年1
月3日起无故旷工，经审计发现70
万元借款未还。请你于本声明登
报之日起三日内回司办理离职手
续并归还款项，否则我司将通过法
律途径追究你的责任。
海南图语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声明
由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2014年乐东黎族自治县万车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已全部完工交付使
用，项目部拟撤销，请与本工程项
目有关的债权人，在本声明见报后
45天内与本公司法务部、财务部
联系，逾期未联系者，本公司不承
担一切责任，联系电话:0793-
2611206，联系地址:江西省广丰
区芦林转盘处。威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公告
海南福留泉酒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曾望、陈
德优、易家照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龙劳人仲案字﹝2019﹞第 98、
99、157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
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公告
海口龙华时光雕刻美发店：
本委已经受理李梅花、吴杨丽与被
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
人仲案字﹝2019﹞第329、464号），
并定于2019年9月9日15时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
（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
公 区 407，联 系 电 话 ：0898-
6656811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
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开庭后30日内到本委领
取裁决书。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8月8日

▲海口美兰明海维修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460108600149275，声明作废。
▲何家明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41284199408100059，特
此声明。
▲万宁瑞祥矿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460006754372521，声明作废。
▲陈虹于2019年8月1日不慎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6198304054105，特 此 声
明。
▲潘俊龙、潘红年不慎遗失集体土
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
（2013）第01408号，特此声明
▲韦伊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
乡俄朗村居委地甫村一组林权证，
证 号: 白 府 林 证 字 (2008) 符
018313 号 ，林 权 证 编 号:
B460801920168号，现声明作废。
▲胡诗运遗失土地证一本，证号：
定安雷鸣镇集用（2011）第03250
号，声明作废。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琼海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22010253，2920 0024 633 核准
号 码:J6410001727905，声 明 作
废。
▲郑志兵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1.2期A16-1405号房的
契税收据一张，收据编号:No
0044636 金额：2893元，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中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为琼E8890挂车的道路运输
证一本，证号:462000061288，声
明作废。
▲海南中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为琼E2333挂车的道路运输
证一本，证号:462000061287，声
明作废。
▲海南中润大建筑工程公司姜玉
杰遗失造价工程师注册证壹本，注
册证书号：建[造]17460001248，
声明作废。
▲王全玺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票号码:00230313，特此声明。
▲保亭南茂新概念手机店遗失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资
金往来专用发票（单联式）1张，税
务登记号201709120000，发票编
号16857264，现声明作废。

▲李洋州遗失海口市玉兰路9号
阳光经典住宅小区8幢202房的
房产证，证号：HK103899，声明作
废。
▲海南沐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MA5T49BT
6D，声明作废。
▲海南挽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MA5T4E42
4T，声明作废。
▲海南汀纤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MA5T49Q98U，
声明作废。
▲包海云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
14601201911091251，流 水 号 ：
11008778，声明作废。
▲海南德蒙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税务登记证正
本 、 副 本 ， 税 号 ：
460100730079064，声明作废。
▲凯普沃肯（海南）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
RCG1M6D,声明作废。
▲凯普沃肯（海南）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4962101,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国兴日进自选商场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460107600033996,声明作废。
▲熊玉美遗失坐落于府城马鞍横
街2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证
号:琼山国用（府城）字第 04756
号,声明作废。
▲刘清伟遗失中级导游证，导游证
号：XDI8416X，声明作废。
▲海南成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大
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 ，抵 扣 联) 发 票 代 码 ：
4400191130， 发 票 号 码 ：
27367871，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昌顺豪庭幼儿园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一本，证号：
460026201500005， 编 号 ：
NO.2008 0070376，现声明作废。
▲ 劳 启 恒 （ 身 份 证 ：
460028197105290010）遗失二级
建造师建筑工程注册证书，注册编
号：琼246121506138，证书编号：
01186440，声明作废。

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董事会成员鲁小琴、孙
立新及沈其才召集,决定召开海南
伊顺药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临时会
议,会议定于2019年9月9日上午
9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
经济开发区供电站右侧海南伊顺
药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议
题是审议股东刘卫纲、股东孙小
军、股东彭芳持有海南伊顺药业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请各
自然人股东、法人股东务必准时到
会。逾期未参加会议,视为放弃股
东优先购买权并同意上述股东股
权转让事宜。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枫丹白露B区交房通知
尊敬的业主：“枫丹白露B区”项
目定于2019年 8月 16日交付使
用，请各位业主自2019年8月16
日起到“枫丹白露B区”营销中心
办 理 交 房 手 续（电 话 ：0898-
31912888）

海南积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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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农机安‘大脑’，标准化种地，不缺
苗、不漏籽，看来秋粮产量也不会低！”夏
粮丰收，一袋袋麦子摞进粮仓，安徽怀远
县徐圩村种粮大户尚跃，紧跟着就种下
了玉米。站在地头看着绿油油的苗情，
他一脸的陶醉。

从江南鱼米之乡到中原大地，再到
东北黑土地，农民们按照时令辛勤耕耘，
粮食生产一环扣一环、一季接一季。

没有哪个产业像粮食这样，尽管平
时不“显山露水”，一有“风吹草动”，便
会掀起惊涛骇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
国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国粮食连
年丰收，总产量一直稳定在1.2万亿斤以
上。牢牢端稳了饭碗，为应对各种风险
和挑战赢得了主动。

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国际市场
不确定性增加，加之粮食生产持续高位
运行。那么，粮食生产后劲还足吗？粮
食供给能力有保障吗？就这些问题记者
进行了调查采访。

看产量
——大国粮仓根基牢固，粮食

总产站上新台阶

“吃不饱”已成过去，新课题接踵而
来：近年来，一边是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一边是总产、库存、进口出现“三量齐
增”。连年丰收为什么还要进口，我们的
饭碗如何端得更稳？

“适度进口，为的是调剂余缺，有效
缓解国内农业资源压力。”农业农村部部
长韩长赋说，“我们要看到，全球粮食年
贸易量在4亿吨左右，仅占我国消费量
的2/3，十几亿人不能靠买饭吃过日子。
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坚持立
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

纵观基本面，大国粮仓根基牢固。

——基础夯实，改变“靠天吃饭”
局面。

“过去春怕旱，秋怕涝，现在渠相连、
水畅通，望天田变吨粮田。”河南滑县西
徐营村农民袁社打心眼里高兴。一个高
标准农田项目落户，改宽、硬化渠道，解
决了全村农田的灌排难题。

稳住耕地，数量不减，质量提升。严
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落实15.46亿
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6.5 亿亩，到
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这些硬
杠杠，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提供了基础支撑。目前，全国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48，一半以上耕
地实现了旱涝保收。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土地产
出率。

河北清河县，400多台联合收割机
刚上演完浩荡的夏收场面：嗖嗖嗖，一簇
簇麦秆应声倒地，点播机紧跟其后，一粒
粒玉米精准下种。“早上还是地里的麦，
中午就成了袋里的粮，种收二合一，‘三
夏’变‘两夏’，真神！”高裴村农民王耀武
竖起大拇指。

无人收割机、高速播种机进田，不断
刷新麦收速度，清河县29万亩小麦，不
到一周就收割完毕。

数字最有说服力。2018年，我国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8.3%，五年
提高三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68%，农民告别“面朝黄土背
朝天”历史；新品种不断更新换代，今年
夏粮几个主产省单产增加 15 公斤以
上。目前全国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
部为自主品种，不折不扣做到了“中国粮
用中国种”。

——政策托底，调动各类主体种粮
积极性。

“地里种什么？价格怎么样？”春耕
之前，山东无棣县双堠村杜青林就有了
答案：“优质麦有补贴，跟公司签了订单，
咱挣的是放心钱。”稳粮促增收，今年政
策公布早，资金下拨快，扶持力度只增不
减。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进行调
整优化，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不断完
善，种粮农民真正吃上了定心丸。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今年全
国夏粮总产量 2835 亿斤，同比增长
2.1%。夏粮丰收看秋粮，农情调度显
示，全国秋粮播种面积达到12.8亿亩，
与上年基本持平，为秋粮丰收奠定了
良好基础。

看总量，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到13158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站上
新台阶。看人均，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达到47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确，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米袋子”更充
实，“菜篮子”更丰富，“果盘子”更多彩，
我国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
口粮自给率达到100%。

“粮食生产基本面持续向好，我们有
能力、有底气牢牢端稳饭碗，保障重要农
产品供需平衡。”韩长赋语气坚定地说。

看质量
——供给侧全面发力，增产导

向转为提质导向，保障全链条安全

粮食有效供给不只是量的问题。家
住北京东城区的“烘焙达人”李明芳坦
言：“面包要做得松软，就要用好的高筋
粉。可超市里的好牌子大多是进口的，
价格贵不少。”

从市场看源头，中原粮仓一面是粮
食丰收，一面是有的小麦加工企业“吃不
饱”。粮食到底多了还是少了？

结构，问题还在结构！
“当前，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

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阶段性的供过于
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分析，现在人
们更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出个性，
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却没跟上。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
市场为导向，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
给，提高供给体系整体质量。

发力供给侧，一场全方位变革正如
火如荼。

——调优结构，多的减下去，缺的调
上来。

不种玉米种什么？一度让甘肃环县
陈旗塬村农民伤透脑筋。政府给补贴，
搞培训，农民传登鹏试着种起苜蓿，“简

单得很嘞！一次种，只管收。草当粮，羊
吃上后出栏速度明显快了。”看到好收
益，村里人纷纷跟进，五道梁、三条沟全
部披上了绿装。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一子
落，带来满盘活。在东北冷凉、北方农牧
交错等“镰刀弯”地区，一穗穗玉米在“咻
咻”地消失，一棵棵大豆、一株株饲草在

“噌噌”地生长。田野上的加减法，换来
产业布局的一手好牌：去年全国调减非
优势区水稻800多万亩、玉米400多万
亩，大豆、薯类、优质饲草等短缺品种补
位，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调顺体系，全环节升级，全链条
增值。

在河南，“厨房”带动“粮仓”，整县创
建高产高效基地，更多农民抬头看市场，
不再只顾埋头种地。

“做面包要强筋的，做馒头要中筋
的，做饼干要弱筋的，分不清哪行？”永城
市侯庄村种粮大户侯建理快人快语。去
年麦季连遭五灾，一亩地减产200斤，算
大账却发现钱没少挣：“1020亩优质强
筋麦，全走的专用订单，每斤高两毛。”粮
食产能变成加工优势。如今，中国人每
吃4个馒头，有1个来自河南；每2个速
冻水饺，有1个来自河南，“国人厨房”称
号当之无愧。

田间连车间。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达到300多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
半的农户。经营体系创新破解了“谁来
种地”难题，让粮食生产不再单打独斗，
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农业也不再限于耕
田养殖，一二三产融合加快，一批批农产
品创出新品牌，不断释放新动能。

——调好质量，统筹三大能力，优化
供给体系。

“过去1斤小米卖五六块，如今卖到
20块钱！”山西阳曲县北社村农民张立
新感叹，以前拼面积、比产量，现在拼绿
色、比质量。得益于优质粮食工程，阳曲
小米擦亮品牌，提升价值链，好粮卖上了
好价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
示，统筹好粮食生产、储备、流通三个能
力建设，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健全粮
食产业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带动质量兴
粮，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传统成品粮
加工行业产值占比下降，粮食深加工和
食品加工行业产值增幅分别高于全行业
平均水平3.8和10.7个百分点。到2020
年，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左右，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88%。

农业快步迈向高质量，从“有没有”
向“好不好”的转变愈加明显，从“旧动
能”向“新动能”的转换日益加速，从“积
累量”向“提升质”的跨越渐入佳境。

看产能
——绿色发展成主旋律，任何

时候都能产得出、供得上

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4%的
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成
就举世瞩目。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农
业资源要素正临近承载极限：地下水超
采、黑土层变薄、生态退化……既要保障
当代人吃饭，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饭碗，
怎么办？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
只有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向绿色、优质转型，才能确保任何时候都
能产得出、供得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

藏粮于技，摆脱资源紧箍咒，绿色发
展成为主旋律。

湖南红土地，超级稻的故乡在求
变。南县八一村农民陈明亮坦言，稻田
养虾，虾吃昆虫，粪便还田，不施肥、不打
药，形成一条生态循环链，一年亩产小龙
虾200斤、优质水稻1000斤，产值能上
万元。

如今，超级稻从高产不断向“优
质、高效”升级。稻田也不再仅是水
稻，“稻虾”“稻鱼”等共作模式，不仅保
障了“粮袋子”“菜篮子”，也鼓起了农
民的“钱袋子”。

江苏常熟，86户农户共同经营田娘
农场，每年消化畜禽粪便、秸秆等废弃物
数十万吨，产出有机肥培育优质大米数
百万斤，污染大包袱变成致富新产业，联
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将“中国绿色责任
奖”颁给了这里。

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变
的情况下，仅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率，
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便可达10%以上。如
今，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减肥
等绿色技术遍布山乡大地，全国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率达70%，农药、化肥使用
量实现负增长。今年夏粮生产，小麦药
剂拌种、种子包衣等绿色技术占比达
87%，比上年提高两个百分点。

藏粮于地，轮作休耕，让疲惫的土地
喘口气、透支的环境养养神。

“往年收完小麦种玉米，今年轮作大
豆。大豆根瘤能固氮，养地培肥，来年小
麦能增产6%左右。”站在黄河入海口附
近，山东省东营市宏盛农业开发公司总
经理李洪国，指着7000亩大地块介绍。

轮作休耕试点进入第四年，规模从
2016年的61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3000
万亩，正在积蓄粮食可持续发展新能力。

“我们现在的粮食产能中，有一部分
是过度开采地下水、开垦陡坡耕地、开垦
湿地等形成的边际产能，这部分要有序
退出来。”叶兴庆说。今年，河北黑龙港
地下水超采区调减小麦种植60多万亩，
三江平原地下水超采区井灌稻调减力度
进一步加大。

农业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中国农
业绿色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耕地
利用强度降低，耕地养分含量稳中有升，
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提升到24.3克/公
斤。这证明，农业资源利用的强度降了
下来，粮食产能的后劲更足，绿色发展动
力更强劲。

“保障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
越是国内外形势复杂，越要重农抓粮，一
旦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陈锡
文说，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就认为今
后可以高枕无忧，也不能因为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就简单地压减粮食生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把
粮食安全紧紧抓在手上，担在肩上，保
质、保量、保长远，我们不但能把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上，还能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有力支撑，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应
对国际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人民日报
记者 赵永平 顾仲阳 常钦 申少铁)

我们有能力端稳自己的饭碗
——如何看待粮食供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