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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9月28日，山东省庆祝2021中
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我市邹平
隆重举办。活动现场丰富多彩，氛
围热烈，真正成为了农民的欢乐节、
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展、乡村文化
的大舞台，进一步推进了城乡融合、
助力了乡村振兴。

本次主场活动由省农业农村
厅、滨州市人民政府、山东广播电视
台主办，滨州市农业农村局、邹平市
人民政府、滨城区人民政府、山东电
视农科频道、山东移动邹平分公司
联合承办，开展了新闻发布会、品牌
农产品展销、美食品尝体验、数字农
业展示、网络直播带货、农民文艺演
出等活动。本次活动以“庆丰收 感
党恩”为主题，全面展示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我省“三农”工作
取得的新成就，突出农民为主角，贴
近农民生产生活，生动展现了新时
代农民不断提升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在现场，全省70余家农业企业
代表展销品牌农产品500余种，10
余位“网红”在现场进行网络直播带
货。其中，我市沾化冬枣、阳信鸭
梨、齐发果蔬、友稻大米、长山山药、
十里香香油、中裕食品等系列产品
受到广泛推崇，进一步打响了“食域
滨州”品牌。

农民文艺汇演在欢乐的舞蹈
《四时田园交响》中开场，在歌舞《丰
收中国》中落下帷幕。歌曲《中国农
民》《硬核山东范儿》唱出了中国农
民辛勤耕耘、努力开拓的精神和山
东农业科技发展的实力；情景诗剧
《筑梦乡村》展现了农村党员干部不
畏艰难、拼命苦干带领农民群众走
向富裕的坚定意志；大合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广大农
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强烈心
声。文艺汇演还展示了巨幅油画
《黄河丰廪图》，全长130米、宽1.8
米，由10余名农民画家耗时1个月
联手创作完成，生动地描绘了沿黄
九省的风土人情、壮美山河和丰收
图景，令全场观众为之震撼。

在此次活动中，感受智慧农业
发展的无穷魅力和强大趋势成为一
大亮点。在工作人员的主持引领
下，现场播放了山东智慧农业发展
的科技成果；作为数字乡村试点县，
滨州市惠民县、淄博市高青县、泰安
市肥城市在数字农业展示区全面展
示了农村数字金融、数字教育、数字
党建、数字物流、农业大数据平台等
科学成果，农业植保无人机、无人驾
驶果园管理机等现代化智能农机操
作让人眼前一亮。

山东庆祝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看点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刘青博 丁春晓 通讯员 崔琦 王丹

开幕式主持人到展销区推介“食域滨州”
品牌优质农产品。

巨幅油画《黄河丰廪图》令人震撼。

“网红”现场直播带货。

智能水果采摘机让大家眼前一亮。

现场新媒体智能联线滨城区分会场。

智慧农业平台吸引众人眼球。

山东省庆祝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开幕式现场。

又是一年丰收季，滨州大
地，粮食丰收，棉花吐絮，瓜果
飘香，鱼虾满池……到处一片物
饶人喜的丰收景象。9月 28日，
山东省庆祝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
主场活动选在滨州举办，显然正
当其意。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为总抓手，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推动农民致富增收，
培植形成了粮、棉、菜、果、
牧、渔六大主导特色产业，展示
了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的
担当。在庆祝第四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滨州大地处处唱响丰收
欢歌之际，记者梳理了以下数据
呈现给读者。

粮食产量稳定在粮食产量稳定在

7474亿斤以亿斤以上上

2021年，全市小麦收获面积
421.97 万亩，单产 444.68 公斤，
总 产 37.53 亿 斤 ， 分 别 增 长
0.71%、0.66%、1.38%，均创历
史新高。眼下，全市486.52万亩
秋粮丰收在望，比上年增加10.99
万亩。数据显示，今年全市粮食
播种面积908.49万亩，比上年增
加 13.95 万亩，较省定任务的
881.4万亩增加27.09万亩，预计
全年粮食总产80亿斤以上。近两
年来，全市粮食产量稳定在74亿
斤以上，为全省粮食安全作出积
极贡献。

我市持续推动特色果蔬提质
增效，突出沾化冬枣、阳信鸭

梨、蔬菜等特色产品，狠抓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
准化生产。其中，沾化冬枣立足

“双增双提”工程，今年新发展设
施大棚2万亩、品种改良1万亩，
可实现枣农增收10%以上；更新
发展现代梨园0.5万亩以上，商品
果率达90%以上，梨农可实现增
收12%以上。

我市畜牧和渔业产业加快提
档升级。今年上半年畜牧及相关
产业实现产值662亿元，完成年
度任务的53%；生猪存栏达175
万头，提前完成年度任务；阳信
县国家现代肉牛产业园建设顺利
推进，已完成投资1.45亿元，肉
牛精深加工及产品研发中心项目
等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立足虾、
贝、虫、藻特色产业，我市做强
了“滨州对虾”“生态盐田虾”

“博兴对虾”等特色产品品牌，已
成为全国最大的南美白对虾苗种
供应基地，全市对虾养殖面积约
80万亩，年产量稳定在11万吨以
上，稳居全省第一。

粮食加工粮食加工、、畜牧水畜牧水

产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双产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双

双突破千亿双突破千亿

滨州立足自然资源和农业基
础优势，培育形成了西王集团、
渤海实业、香驰控股、中裕食品
等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省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数量达到78家，
位居全省前列，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407家，粮食加工、畜牧水产
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双双突破千
亿。滨州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粮食
产业经济超千亿的地级市，被授
予全国首个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示
范市，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滨州
模式”在全国推广；沿黄小麦产
业集群、沿黄肉牛产业集群成功
列入2021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项目建设支持范围；滨城
区、阳信县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在全省11家国家级产
业园中占据2席。

我市农业品牌建设成效显
著。“食域滨州”区域公用品牌，
所有县市区均成功创建省级以上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培育了沾化
冬枣、惠民香菇、博兴对虾、阳
信肉牛等一批知名特色品牌。目
前，全市拥有“三品一标”704
个、省级农产品品牌35个，有5
家企业、11个基地签约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工程，全市优质
农产品竞争力大大提升。

农业发展保障支撑农业发展保障支撑

不断夯实不断夯实

我市“三农”战线上的工作
者以深厚的爱农情怀，强化为农
服务意识，创新工作，艰辛付
出，高效落实国家“三农”政
策，不断夯实推进农业发展的人
才、技术、设施、金融和组织保
障支撑。

我市积极规范推进土地流

转，全市流转面积330.2万亩，流
转率达60.2%；创新推广小麦高
低畦、玉米“双深双晚”等农业
生产新技术，其中小麦高低畦生
产技术较传统小畦种植模式单产
提升10%以上；在全省率先建立
了农技人员签约服务基层机制，
已签约农技人员 354 人，服务
1276个村、330个经营主体；推
动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分别达到9049家、
2668家；全市小麦、玉米农业保
险覆盖率达70%以上。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完成了
2020年度5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压茬推进2021年度60万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工作成
效在全省获得“好”等次；按照

“1+N+X”的建设思路完成了市
农业科学院重组，与渤海先进技
术研究院共建完成市海洋发展研
究院组建工作；成功申报92个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农林水利类项
目，申请债券额度 184.76 亿元
（总投资432.34亿元）；为3247个
农业经营主体发放“鲁担惠农
贷”18.1亿元，提供再贷款再贴
现等资金支持46.87亿元；实施了
全省农业机械化“两全两高”示
范创建工程。

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张成江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
将以庆祝农民丰收节为契机，把
社会各界强农惠农、爱农支农的
思想共识和积极行动转变为不竭
动能，全力打造滨州特色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六大产业齐头并进 农民群众致富增收

丰收节里话丰收滨州农业再交喜人答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曹龙龙 宋芸

2000亩地种粮大户道出农民共同心声：

六项为民举措
坚定种粮信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崔琦 王丹

9月28日,山东省庆祝2021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我
市邹平举办。在活动现场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我市一位农民以
切身感受讲述了自己的种粮故
事，表达了自己的种粮信心，同时
也道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

他叫宋明泉，是邹平市明集
镇西宋村经营着2000亩地的种
粮大户。当记者问他“种粮的信
心从哪里来”时，他坚定地回答：

“我种粮的信心和底气，源自于
党的好政策、国家重视农业发展
的好形势，还有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现
在种地成为新时代发家致富的
好门路，让农民成了体面光鲜的
好职业，农民的日子越来越有滋
味儿、有奔头了。他还具体总结
出了坚定自己种粮信心的六个
原因。

信心来自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明集镇党委政府成立专班规
范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防控
流转风险，让大户有了规模效
益，农户有了稳定地租，溢出的
土地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信心来自高标准农田建设。
明集镇2021年实现了高标准农
田建设全覆盖，土地不仅成方连
片，而且旱能浇、涝能排，每50亩
地就有一眼机井，每500亩拥有
一套智慧农业数据采集设备，地
里还有节水喷灌设备，地力水平
和墒情大幅提升，亩均可节约水
资源50%以上、节肥20%以上。
2020年，小麦、玉米分别达到亩

产550公斤、700公斤。
信心来自政策性农业保险。

在政府的推动下，广大农户积极
参加农业保险，每亩地自己只需
交8元钱，就能在遇到绝产灾害
时获赔950元。农业保险已经成
为避免自然风险损失、保障农业
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手
段。

信心来自政府的公益性服
务。明集镇建设了智慧农业服务
平台，农民可在手机上随时查看
庄稼长势和水肥温湿度；筹建了
新型职业农民协会并建立党支
部，建成新型职业农民之家，农
民和政府沟通有了渠道、培训学
习有了阵地；创新举办粮王大
赛，让亩产最高的农户上舞台、
戴红花、受表彰，掀起了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

信心来自低息贷款。明集镇
通过与农担公司合作，给种粮大
户提供的贷款利息低，拿到贷款
用现金买农资比赊账更便宜，为农
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信心来自全程社会化服务。
明集镇注重发展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为种粮大户提供耕种收全
程服务和农情信息服务,每亩可
降低农机、农资等成本260元以
上;建成了3家粮食烘干中心，日
烘干能力达600吨，有效解决了
晾粮难题；镇上还出台措施，实
施重大病虫害联防联控、统防统
治，减免种粮大户水费，组织种
粮大户走进农业科研院校学习
提升。

鲜亮脆甜的沾化冬枣备受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