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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省份
是如何炼成的？

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的省份，连续31年领跑全国；农产品出口连续22年领跑全
国，寿光蔬菜、烟台苹果、金乡大蒜等享誉全国；多个粮食品种刷新高产纪录，高端蔬菜种子打破
国外垄断……

近年来，山东坚持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总抓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产
业、科技、人才等方面不断夯实农业发展内生动力，农业现代化阔步前进。

三产融合 打通“产业痛点”

经国家统计局确认，2020年山东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
产值过万亿元省份，连续31年领跑全国。山东省农业专家
顾问团成员刘同理说，这是山东推动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
条、构建以工促农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对外开放建设外向型
农业的结果。

一棵菜、一篮果、一头牛……初级农产品收益不高的
“痛点”，通过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逐步由卖“原字号”向
“制成品”转变，拓展出一批百亿级乃至千亿级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为适应三产融合趋势，山东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大
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民合作社22万家，家庭农场
8.2万余家，社会化服务组织20多万家，农业生产服务面积
达1.46亿亩次，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山东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新型城乡关系，通过工商
资本推动农业发展。同时，这个省内外兼修，在对外开放中
积蓄发展新动能。

当人们欢庆丰年的时候，一些人
正在路上，为明天播种希望。

“为了普查
你们愿意翻山越岭
你们愿意走村串户
你们愿意披星戴月
……
被你们的踏实和努力感动
谢谢你们可以成为我的队友”
——这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

蒋礼玲近日发在朋友圈里的话，配图
是队友们在青海海拔四五千米的大
山中寻访农户、收集种子的照片。一
张张年轻的脸庞，与淳朴的农牧民在
一起，成为山野间最动人的风景。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的一个普通片段，却是
我国实现种源自主的基础。

有种子，就有希望；有信心，就有
力量。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新起点上，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前几天刚下过雨，内蒙古通辽市
小街基镇的空气格外清新。在年近
花甲的杜永滨眼里，这个秋天最美的
风景，莫过于旺长着的羊草，还有被
喂养得毛色油亮的牛和大鹅。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科院研究
人员鼓励下，他在这里承包了3000
多亩地，在盐碱地和沙地上种起羊
草。虽然第一年投入成本比较高，需

要两三年才能见效益，但他有信心：
一次投入后能稳定收益二三十年。

今年是播下草种的第三年，仅卖草
种就收入250多万元，打下的600多吨
干草在大城市的马场、牛场供不应求，
自家的牛和鹅饲料钱也省了。眼见羊
草长得好，已经有不少村民跟着种。

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山水家园、心
中的田园。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两个
一百年”在这里交汇，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踏上新征程。人们
同心协力，用科技的力量描绘新的画
卷，绵亘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出新的
活力。今天，在中国农民丰
收节里，人们寄托最悠
长的牵念，也向辽阔

未来献上祝愿。
秋分当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的主场活动之一在浙江嘉兴举行。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浙江是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嘉兴是
红船起航地。“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
共党庆工农”。这个丰收节，对于所
有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让人民生
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在希望的田
野上心怀“国之大者”，在新起点上秉
承初心，不懈奋斗，乡亲们的日子一
定越来越红火。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乡村的丰收，必将是民族的丰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收获收获，，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
——写在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年以来，我
们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洪涝自然灾害等
困难，粮食和农业生
产喜获丰收，农村和
谐稳定，农民幸福安
康，对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第四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代
表党中央，向全国广
大农民和工作在“三
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
诚挚的慰问。

在这个致敬辛
勤的节日，放眼中华
大地，处处是动人色
彩——金黄的稻田，
碧绿的菜地，多彩的
果园，蔚蓝的海滨，
洁白的羊群……赤
橙黄绿青蓝紫，到处
涌动着喜悦与希望。

这是天道酬勤
的硕果，这是致敬耕
耘的礼赞，这是亿万
农民汗水描绘的画
卷，这是古老农耕文
明焕发的小康新颜。

阳光下的三江平原，一片金黄、
稻菽飘香。一场与时间赛跑、“抢粮”
夺丰收的战役已经打响。

在黑龙江七星农场第六管理区
赵庆军的水稻田，三辆割晒机正在作
业。赵庆军今年种了400多亩水稻，
抓住晴好天气抢收、割晒后再脱粒归
仓，既不用担心后期倒伏，还能减少
收割损耗。

千里之外的兰西县，密密层层的
玉米快成熟了。今年光照足、雨水

多，成熟期提前了。兰河乡瑞丰玉米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亚东，欢喜
溢于言表：“这几年通过秸秆还田、保
护性耕作，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有所增
加，预计今年亩产能上 1600 斤至
1800斤。”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秋时
节，大江南北处处是丰收的味道。

今年我国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各地层层压实责任，秋粮面积有
所增加，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

加较多。在关键农时，农业农村部会
同有关部门和地方逐个区域、品种和
环节加强防灾减灾部署。河南秋粮
受灾面积1100万亩，截至9月中旬，
绝收的525万亩地块约半数已完成
改种补种。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由
于农资等价格上涨，中央财政安排
200亿元左右资金，对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发放补贴。今年国家还扩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实施范围。同时，特别注重机收
环节减损，确保颗粒归仓。

从生产、加工、流通到人们的餐
桌，每一个环节的用心，都是对收获
的珍视，是对“粒粒皆辛苦”的敬意。

粮稳天下安。今年夏粮和早稻
实现增产，秋粮丰收在望，为大国粮
仓增添了底气，确保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开好局、起好步，也为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
了坚实支撑。

这几天，大连高新区龙王塘渔港
特别忙。拂面的海风中，卸货的渔
船、穿梭的船工、采购的车辆熙熙攘
攘。带鱼、鲅鱼、鲳鱼、鱿鱼、鲜虾等
品种丰富，不少市民特意赶来挑选刚
下船的海鲜。

“9月2日，也就是今年伏季休渔
期结束第二天，每个人脸上都带着
笑。我维持秩序，嗓子都喊哑了也高
兴！”龙王塘渔港负责人张荣斌说，今
年禁渔措施落实得好，开渔之后不少
渔船的收获比往年翻番了。

渔船经营者王圣铭高兴地说，今
年渔获物品种多了，量也大了。“过去
渔船出海，三四天回来一趟；今年收
获好，一两天就回来了。”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生态和经
济协调发展中实现稳定增收，在品
质、品牌、市场方面做足文章实现高
质量发展，使这个丰收季节增添了新
色彩。

网络上，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渐入佳境。鑫果
伴天猫旗舰店店主、“80后”刘刚玉

今年与聚划算合作，参加长江流域特
色农产品推广，主推四川蒲江特产红
心猕猴桃。去年他销售了500万斤
红心猕猴桃，带动蒲江西来镇福田村
村民户均增收超千元。

丰收之年，更盼增收。不少村民
感慨，如今大家不仅富了口袋，更富
了脑袋——围绕市场需求，发展全产
业链，用好手机新农具、直播新农
活。观念的改变，带来更加深远的变
化。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9248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4.1%，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增速3.4个百分点。

天地之间，山乡巨变；百年时光，
换了人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从吃饱肚子、摆脱贫困，到如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农村大地一派新气象。一张张幸福
洋溢的笑脸，让人们更加坚信：在新
起点上接续奋斗，更美好的生活就
在前方！

奋斗印记 在五谷丰登里

增收喜悦 在共同逐梦的汗水里

民富年丰 在新征程的祝愿里

破除“四唯”迈向“现代农业”

金秋时节，沃野生金，一切萌发于一粒小小的种子。
近年来，山东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逐步破除“卡脖子”问题，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8%，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
47%，济麦、山农、登海等品种多次刷新全国高产纪录……

寿光高端蔬菜种子靠科技创新打了“翻身仗”。寿光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说，十几年前，西红柿、无刺黄瓜等
洋种子一度占据七八成市场份额。寿光通过内培本土种业
企业、外引科研院所合作等措施，全力打造中国蔬菜种业

“硅谷”，现在种子国产化率已超过70%。
一粒种子蕴藏着科技人员的创新密码。山东创新人才

评价制度，相关部门出台破除“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历、唯奖项）十条意见，鼓励科研人员“围绕产业瓶颈搞研发，
扎根基层生产做服务”。二十多年专注一粒种薯，起步于山
东乐陵的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打造了三个现代化马铃薯育
种基地，成功培育出18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马铃薯品种受制于外的被动局面。

外引内育 激发“头雁效应”

打破学历、论文、科研成果等条框限制，山东着力激发乡
村人才发展动力。近年来，已有2.8万人获得基层高级职称，
5.4万名乡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直评”获得中高级职称。

山东还广开门路引人才，为乡村振兴引“火种”。3年
前，泗水县东仲都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干过建筑工程
和室内设计的田彬返乡后，以合伙人招项目、用项目招合伙
人，投资3000余万元，把这个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目前，泗水县已招募173位“合伙人”，促成项目146个。

农业农村发展，有了人才支撑，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
导。山东实施了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等行
动，从退役军人、企业家等人员中遴选3819名村党组织书
记，回引近万名人才到村任职，完成7273个软弱涣散村和
相对后进村整顿。山东还推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通过
股份合作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取暖”。目前，支部领办的
合作社数量达3.7万家，带动群众增收51亿多元。
（据新华社济南9月23日电 记者杨守勇 张志龙 陈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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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拔毛，开票赚钱
——国务院大督查聚焦二手车交易乱象

近年来，为加快二手车流通，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取消
地方性二手车迁入限制性政策。有关方面出台多
项政策，允许二手车交易市场代为行使了税务局
的开票、车管所的过户等行政权力。

然而，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对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的线索进行核实后却发现，有
的交易市场凭借这些行政权力，向办理相关业务
的个人、商户捆绑名目繁多的“增值服务费”，形成
垄断。

乱象一
搭车收取“服务费”乱象多

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许多线索
集中反映二手车交易市场借助行政权力乱收费、
形成垄断等问题。根据线索，记者日前跟随国务
院第八次大督查在山东等地展开核查。

“办理二手车过户，一共360元，费用包括税
票、牌照费、服务费，发票必须在我这开。”督查组
在济南市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咨询过户手续时，
办事人员如是说。

督查组在工作中发现，交易市场收费存在多
种乱象。

——收费标准无“标准”。
以小型车过户为例，在青岛市机动车辆交易

市场内的一块收费公示牌上，标注着二手车交易
服务属经营服务性收费，执行市场调节价，根据车
值收取200元至960元不等的交易服务费。工作
人员表示，价格其实还可以再商量。

而在济南市济西二手车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等
地，交易服务费大多为150元。

——“服务费”里无服务，组成五花八门。
一些办事群众反映，花费200元和960元得

到的服务并没有差别，不同车值的车辆勘验流程
均一样。部分交易市场甚至还把“拆牌费”列到了
交易服务费之中，即便是自行拆除旧车牌，“拆牌
费”也照收不误。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管理规定（试行）》明确，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可以代
收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行政事业性规费。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不得以机动车登记服务、代办等为由，
强制收取经营服务性费用或者要求购买产品；不
得以提供贵宾服务、加快办理等为由，变相收取经
营服务性费用。

根据山东省有关部门的价格审批，只有反光
号牌、机动车临时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机
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有收费依据，这些项目总计
140元。

乱象二
便民初衷被歪唱成“特许经营”

目前除二手车交易市场外，一些互联网二手
车销售企业也可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督查
组调查了解到，办理过户时，一些服务站往往拒认
这些发票，仍要求在交易市场代开发票，收取开票
费后才准予办理过户手续。有的服务站即便认可
二手车经销企业开具的发票，仍要求企业向交易
市场缴纳“服务费”等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督查组暗访发现，四川省成都市目前有28家
二手车交易服务机构，2018年他们成立了“成都
市服务专委会”，将当地交易服务机构交易服务价
格统一划定为280元，形成价格垄断。

督查组暗访多地二手车交易市场发现，在哪
家办理转移登记，就需要在哪家办理税票，已经成
为二手车交易市场垄断的手段，即便在其他交易
机构开具税票，也需要重新开具或缴纳费用。本
为便民的初衷，却被歪唱成“特许经营”。

乱象三
限迁政策“玻璃墙”仍存

2016年以来，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设置二手车
迁入门槛，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关于促进二手
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
商业消费的意见》《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
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提出，
除国家鼓励淘汰和要求淘汰的相关车辆，以及国
家明确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有特殊要求的情况外，不得制定实施
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在四川、山东、海南等省
份核查发现，一些地方仍我行我素，以环保等名义违
规设置二手车迁入条件，阻断二手车跨区域流通。

清理乱收费
净化二手车交易市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汽车保
有量已达2.4393亿辆。随着居民汽车消费方式
的变化，首购车用户的比例在逐年降低，而增购和
换购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其中换购的占比在2019
年已达40%。

随着限迁、税收和二手车登记等问题陆续解
决，政策带来的红利将逐渐释放，二手车市场即将
进入生态重构阶段。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测，
2021年国内二手车交易量有望达到1610万辆。

一些汽车行业人士表示，一个正规有序繁荣
的二手车市场，可不断满足中低收入居民的用车
需求，进而拉动新车市场，促进我国汽车消费良性
循环发展，但我国目前的二手车流通体系仍然相
对落后。

督查组建议，进一步规范我国二手车交易市
场，取消以限迁为代表的地区封锁，及早采取专项
行动，清理和整治二手车市场的“搭车收费”“垄断
收费”等乱象，净化二手车交易市场，促进二手车
市场良性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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