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李晨 编辑：秦志伟 校对：何工劳
E-mail：agriweekly＠stimes.cn

2018 年 3月 14 日 星期三
Tel：（010）62580690 www.sciencenet.cn

周
刊

农业
AGRICULTURE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
县打安镇田表村的乡亲们一再嘱咐打安镇副
镇长兼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风极，带上他们对
两会的问候。这还要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说起。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羊风极在现场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他仍然记得回到村里时的场景。

“乡亲们都围了上来，抢着跟我说，要我带着他
们把农村建设好。”羊风极说。

今年是羊风极服务田表村的第 20 个年头。
从 1998 年当选该村党支部书记开始，羊风极
便带领乡亲们种起了橡胶。据他回忆，当初还
邀请专家手把手地教乡亲们种胶、割胶，“现
在他们都会了，我们村目前有橡胶 5100 亩、
18 万株”。

为了增加收入，羊风极带领乡亲们于 2007
年建立了合作社，在林子里养猪、养鸡。“现在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羊风极告诉记者。

在羊风极看来，乡村振兴需要一个好的

党支部。2015 年，田表村遭遇了干旱，全村
93 名党员动手清理了 3 公里水沟。羊风极表
示，村里面的大事情都会先征求村民意见，
再开会讨论决定，党员依靠群众，群众信任
党员。他们团结一心，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
好的家园。

乡村振兴，还需要新作为。羊风极介绍，他
们要用好丰富的生态资源，引进好企业，一起发
展生态农业，发展农村电商，做到种得好、养得
好、卖得好。他们也将继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
和革命文化，搞好乡村旅游。

“说一千道一万，乡村振兴关键还是人。”羊
风极表示，他们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吸收大学
生、退伍军人、致富能手入党，更好地带领乡亲
们干事创业。同时，他们将开展文化学习、技能
培训，让更多的乡亲成为爱农业、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农民。

在羊风极看来，乡村振兴最终需要“党的好
政策加上好的产业，就是党员群众团结一心加
油干”。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羊风极

乡村振兴需要“好政策＋好产业”

“我和一批民营企业家一样，都是对这
个时代、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有感激
的，是由衷的感激，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不可
能有我们的今天。”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
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新希望集团媒体沟通会上
说道。

在全国两会会场上，作为政协委员或人
大代表，刘永好已连续参会 26 年了。他的
160 多份提案或议案围绕三个方面，几乎没
变过：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社会责任和担当；
新农业的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包括扶贫
事业考量等。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与任务的达成需要政策
方针的指引，需要资金与技术的支持，更需要
一大批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技员、新农民，扎
根农村、深耕现代农业。”刘永好希望国家高
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为乡村振兴战
略输送人才。

“建议国家研究、制定并出台一系列政
策，鼓励农业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重返‘三
农’领域，要留住他们，让他们在农村扎下根

来。”他表示，国家要放开鼓励支持一批优势
企业来帮助培养一些乡村技术人员和新型农
民，就是说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共同培养新
型中青年农民。当我们有了更多的新型职业
农民，农业现代化实施就更有保证了。

由刘永好牵头、新希望集团已经开始实
施的“新农计划”，将用 5 年时间义务帮助培
训 10 万名乡村技术人员和新型农民。该计
划农民免费参与。培训对象包括生产经营性
的职业农民，农机手、村级别的动物繁育员
等社会服务型的职业农民，农村电商从业者
等。培训方式包括线上培训、线下课堂、实习
实训等。

除培训外还有辅助措施，未来 5 年时间
分期进行 1 万人的表彰，特别是对于其中有
经营管理能力、愿意在农业农村创业人员，符
合条件的还可把他们发展成为新型农民合伙
人，一起指导、帮助他们做经营。

“中国需要的新型农民不止 10 万个，是
百万级、千万级的，希望有更多愿意为乡村振
兴、为‘三农’发展作奉献的优秀企业、新的力
量共同参与。”刘永好说。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5年培训 10万新型职业农民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始终是老百姓最
关心的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则是食品安全的
源头。多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是全国人大
代表、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一直
最为关注的领域。她在此次两会上提出的两条
建议都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保障食品安全
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在今后的工作中
越做越好，她从两会上找到了答案，也获得了
满满的正能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了老百姓满满
的‘获得感’，我也有很多感触。尤其是我国粮
食生产能力达到 1.2 万亿斤。从 2013 年以后，
连续 5 年保持在这个水平，这确保了国家粮食
安全，表明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了，也给我们带来强大的自信。”张莉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多年来，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我国相继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出台了相关政策，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连续 5 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
率都稳定在 96%以上，2017 年达到97.8%，比
2016 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是有保障的。

实际上，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
来的。从此次两会上，张莉感受到国家对食品
安全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这些年，国家在
保障食品安全的执法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让
其有了执法的依据，这强有力地保障了我们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方面今后也会越来
越完善。”张莉说。

不过，张莉也感受到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行业并不了解，甚至有些人对他们的工作一
无所知。“我们有义务让公众了解到有这个行业
在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应该让他们看到国家作出
的努力。”她表示，两会结束后，他们会从这方面
着手，从正面引导，让大家对食品安全有信心，避
免网络上很多关于食品的
谣言出现。

乡村振兴战略向人们
展开了一幅非常美丽的
农村画卷，两会的政府工
作报告也强调我们要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让农村真
正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好地方。

张莉表示，国
家越来越重视，让
我们充满了激情，
越干越有劲，“今后
我们会加强科研能
力，提升相关技术，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不懈奋斗”。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越干越有劲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全
面，也非常贴近民生，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质标所
研究员王静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说，“我尤其关心报告提到的涉农内容。”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改革开放四十
年，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
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
营养”。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是最
重要的科技支撑。

多年来，王静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
科学研究及教学工作，在污染物残留快速检
测技术、快速样品前处理技术、未知物筛查技
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有一定学
术积累。

基于多年的坚持和探索，王静团队建立
和开发了涉及农产品中五大类 500 多种化
学性典型污染物的检测方法、技术或产品，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要从几方面入

手：健全保障体系、产业升级、源头治理、风险
管控、社会共治，同时要加强加快科技创新。
当前，我国已建立了法律法规保障下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
部分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稳步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的
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水平，王静及其团队将
围绕国家战略，继续深入研究关键技术，加强
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王静表示，“今后我国农业要由快速发展
导向向提质增效导向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
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过程中，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我们还要
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上
继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静

为食安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尼玛扎西

两会“三农”话题多 委员代表有所悟
姻本报记者秦志伟张晴丹王方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到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有了明确的部署，今年进入了实施之
年。全国两会期间，委员和代表们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畅谈了各自体会和未来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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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

把高原种业创新抓出成效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

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特别关注李克
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促进农林牧
渔业和种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西藏农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特别
是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特别强调了青
稞和牦牛等特色产业与精准脱贫的有效结
合，青稞和牦牛科技创新，尤其是青稞和牦牛
种业科技创新是我院的特色优势创新领域。”
尼玛扎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谈
到，这次参加两会他想带回去的重要启发和
设想就是，一定要加强力量组织和协同攻关，
把西藏青稞和牦牛两大特色产业的种业创新
抓好、抓出成效。

尼玛扎西激动地讲述了他在会议期间的
感受和收获。“在农业界别农业 38 组讨论中提
出了种业绿色发展的理念，我觉得这个提法非
常好，好就好在通过育成和应用抗病、抗旱等

优良品种，推动实现农业节水、节肥、节药，或
者少用化肥和农药以及少灌水等实现农业绿
色发展。”尼玛扎西说。

作为西藏自治区青稞育种重大专项的首
席专家，尼玛扎西表示，他要带领团队在西藏
青稞抗旱、抗病、抗盐碱青稞品种选育方面尽
快选育新品种。他说这次参加全国两会学到了
青稞育种从注重产量向更加关注绿色发展和
优质营养品种转变的新理念、新思路，回去会
对青稞育种的创新重点、创新方向、创新任务
进行调整和优化，选育出更适应农牧业绿色增
产和更加优质保健型的青稞新品种。

“这次参加会议，我带回去的是党中央和
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和
热心关怀，带回去的是用把本职工作做好来回
报党和国家对西藏的关心和支持的强烈决心。
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守护好神圣的国土、保护
好宝贵的高原环境、加强好珍贵的民族团结的
工作中成为有作为的委员。”尼玛扎西说。

王静

刘永好

羊风极

张莉

谭建兰

著名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广为传唱，
殊不知，它还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
县歌，全国人大代表、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谭建兰正是来自这里。“听了李克强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我倍感振奋、备受鼓
舞。”谭建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谭建兰介绍，她对报告提出的“要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印象深刻。

作为一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
谭建兰认为产业兴旺应该是产业布局合理、
产业竞争力强、风险管控机制完善和产业体
制机制健全。

以风险管控机制完善为例。谭建兰从事
辣椒产业发展已经十多年。“经过多年的摸
索，我们把控制产业风险放在了第一位，办法
是扩大加工能力、加工多种产品。”谭建兰说。

据介绍，三红辣椒合作社采取鲜销、干
制、腌制，冷藏、“谭妹子”牌系列产品加工等
多种进行化解。从 2008 年起，该合作社一直
保持高价位收购椒农辣椒，椒农种植辣椒收
入逐年提高，同时合作社也得到了发展。

在谭建兰看来，只有提高农业的风险防
控能力，农业才能增收。

目前，在三红辣椒合作社带动下，当地辣
椒产业已形成业主建基地的“服务保障机制”、
市场导向与政府规制的“价格决策机制”、业主
筹集与财政资金配套的“风险保障机制”和行政
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市场管理机制”。

谭建兰建议，各地政府要高度重视产业
布局，统筹布局一批优势特色产业，形成错位
发展的格局；紧紧围绕产业搞产、学、研和产、

加、销，依靠产、学、研提高
产品核心竞争力，依靠产、
加、销一条龙延长销售半
径和时间，提高附加值。

面 对 未 来 乡 村 的 发
展，谭建兰希望城市资金、
技术、人才参与到乡村振
兴战略中来。“建议在保护
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以及
严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
研究对城市资本的开放政
策，形成开放的农业农村
格局。”谭建兰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谭建兰

产业兴旺应该是这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