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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十——

本报讯（记者 周皓）8月 25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十场发布
会，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业农村
工作方面的有关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抓手，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聚力补齐全面小康三农短
板，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广
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

“米袋子”“菜篮子”丰足充盈。我
省严格落实粮食生产省长负责制、“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全省粮食面积稳定在 4700万
亩，2020年粮食产量达到 1424万吨，平
均亩产 303.4 公斤，均创历史新高。“菜
篮子”产品稳定增长，2020 年全省肉蛋

奶产量分别达到 101.7万吨、108.8万吨
和 117 万吨，与 2012 年相比，年均分别
增长 3.5%、4.8%和 4.7%；水果产量 858
万吨，为历史最高年份；蔬菜产量多数
年份稳定在 800万吨以上，基本满足城
乡居民生活需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明显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我
省以三大省级战略、五大平台、十大产
业集群为引擎，推动全省“特”“优”农业
发展。晋中国家农高区累计转化农业
科技成果 1200余项；雁门关农牧交错带
畜牧业增加值占一产增加值的比重达
到 38%；“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
五大平台的 169 个实体工程项目有序
落地和推进。2020 年全省农产品加工
业销售收入完成 2186 亿元，与 2012 年
比，年均增长 13%。设立 12个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区，创建 6 个国家级、60 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山西小米、山西陈

醋等一批农产品品牌叫响全国。有机
旱作农业扎实推进，实施八项工程，实
现了县县有示范、区域有标准、片区有
品牌。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我省学
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实施以拆
违治乱、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卫生乡村“五大专项”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到 2020
年底，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行政村比例达到 95.3%；农村生活
污水实现有效治理的村 2225 个；2013
年以来累计改造农村户厕 162万户，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3%。持续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村容村貌发生明显变
化，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全省创建
1005 个具有晋风晋韵特色的美丽宜居
示范村。

改革红利惠及广大农民。我省落
实承包地“三权分置”，高标准完成承包

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省 511.4 万农
户领到承包经营权证书，让农民吃上了
长效“定心丸”。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累计实
现股金分红 8.35亿元，集体经济年收入
超过 5 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到 90%以
上。政策惠农、金融支农、保险助农逐
步拓展，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断建立完
善。

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深入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制定 20
个高素质农民生产技能评价地方标准，
完善 23 个高素质农民技能评价规范。
2014年以来，累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等各类高素质农民 54 万人
次，10.2 万人取得高素质农民技能证
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6356.6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3878元，年均增长 10.23%；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由 3.21:1缩小到 2.51:1。

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坡子街、南内环东延道路施工，

需对供水管线进行对接，定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

15 时——2021 年 8 月 27 日 15 时在下列区域实

施停水：

平民路（西二道巷——城坊街）、绿柳巷（西

三道巷——城坊街）、城坊街、坡子街、北仓巷、

新仓巷；

南内环街（东中环路——东峰路）

兹因配合公园路道路施工，需对供水管线进

行对接，定于 2021年 8月 27日 10时——2021年 8

月28日10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公园路（瓦窑街——西矿街）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

准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本报讯（记者 周皓）当
前，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
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8月 25
日从第十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我省将紧紧围绕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全方位推进我省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

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按照
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县、整体推
进县、重点帮扶县三类县划
分，我省将分类指导，统筹推
进，精准考核，通过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借鉴脱贫
攻坚政策体系和机制办法抓好
乡村振兴。

守牢守好农业发展底线。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落实农业支持保护
政策，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安全。保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确保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

深入实施“特”“优”战
略。做实做强三大省级战略，
做大做优十大产业集群，建立
特色现代种养基地，大力发展
有机旱作农业，推进产业深度
融合和农业全产业链开发。

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
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向村延伸向
户覆盖，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聚焦“路、水、暖（气）、电、
数、链、废、机、田、证”等重要
环节，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
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持续开展乡村治
理示范村镇创建，进一步推动
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持续深化农村重点改革。
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后半篇”文章，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
入。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促
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本报讯（记者 周皓）发展
有机旱作农业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的殷殷嘱托，指明了山
西农业的发展方向。8月 25日
从第十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我省坚持把发展有机旱作
农业作为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
战略性基础性工作，以旱作为
技术路径，以有机为产品方
向，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积极探索
实践，不仅有亮点有特色，而
且有成效，使有机旱作农业在
山西迈出坚实步伐。

高位推动有力有效，全省掀
起发展热潮。加强顶层谋划，强
化组织领导，我省成立了分管副
省长任组长、22个省直单位负责
同志任成员的领导小组。省政
府出台了三年实施意见，每年制
定行动计划，每年召开现场观摩

会推进，将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列
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予以支
持。市县均成立了相应的有机
旱作农业发展领导小组，列支专
项资金，全力推进，全省上下形
成了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的广泛
共识和浓厚氛围。

科技与工程齐发力，有机
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日臻完善。
围绕“土、肥、水、种、技、机、
绿”七大关键要素，实施八项
工程，通过农田改良、土壤培
肥、集蓄降水、旱作节水、抗旱
良种选育、农机农艺融合、绿
色循环利用等工程措施和农艺
措施，探索出一批如谷子机械
化穴播、玉米膜侧播种、小麦
探墒沟播、高粱密植精播、集
雨窖+水肥一体化等具有山西
特点的有机旱作集成技术和模
式，制定发布省级有机旱作地
方标准 73项，初步形成了涵盖

不同生态区域、不同水源条
件、不同灌溉方式、不同作物
类型的有机旱作技术体系。

狠抓封闭示范创建，走出
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发展山西路
径。我省紧扣山西实际，坚持
点片示范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在 4市 15县整建制推进封闭示
范，创建了 120个省级示范片，
联合科研院所建设了14个科研
示范基地，建立了百名农业专家
包县包片跟踪服务机制，实现了
县县有示范、区域有标准、片区
有品牌。涌现出一批“有机旱
作+特色产业”可复制、可推广的
好典型好模式，引领带动了全省
农业绿色转型，全省化肥农药施
用量连续四年负增长，主要农作
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40.36%，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为全
国同类型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积
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本报讯（记者 周皓）品
牌是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高度重视农业品牌建设工
作，提出了实施农业品牌战略
和标准化战略，确立了“品牌立
农”“品牌强农”的发展理念。8
月25日从第十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我省农业农村部门发挥牵头
抓总的作用，联合有关部门，打
出了一系列品牌建设组合拳，在
全国叫响了“晋字号”农业品牌。

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孕
育出众多特色农产品。我省
围绕三大战略、五大平台、十
大产业集群，建立完善“区域
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体
系，评选了山西小米、山西陈
醋、山西马铃薯、山西药茶等
12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以及
运城苹果、大同黄花、隰县玉
露香梨等 33个市级区域公用
品牌，还评选了80个功能农产
品品牌，目前正在创建全省

“特优”农产品品牌目录库。
质量是品牌的基石。我

省大力推进两个“三品一标”
建设，在产品方面，推动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
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
制度。截至目前，绿色、有机
认证产品数 1575 个，涉及企
业 862家，年均增速远超农业
农村部 6%的要求；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 175个，认证数量
居全国第四。

连续举办中国（山西）特色
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北京展销
周、运城果博会等本省交易活
动，借力国内国际各大展会平
台，组织“晋品晋味·扬帆出海”

“药茶出晋”等活动，在上海设
立山西特优农产品精品街，在
北京新发地设立山西特优农产
品展销中心，在天猫、京东、快
手、抖音设立线上旗舰店，一批
农产品品牌走出去，进入了京
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国内重
点市场。全省 35家企业 65个
产品通过“圳品”认证，进入了
深圳市场。今年以来，全省农
业农村系统组建了 604人的营
销战队，持续推动山西特优农
产品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 周皓）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省强化工作举
措，积极支持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8月 25日从第十
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 2020年
底，全省农民合作社达到 9.6万
家，家庭农场 6.3 万个，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3000余家，在促
进我省特优农业发展、带动农
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围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我省强化政策保障，制定

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意见，在
20 个县开展整县试点提升行
动；制定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实
施意见；制定推进农产品精深
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发展意见及
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若干政策。

“十三五”以来，中央、省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 20多亿元，支
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改善
生产条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建设冷链物流设施等；支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和
引进人才等。同时，强化示范
引领，制定省级示范农民合作
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评定和监测办法，打
造了一批标杆。到 2020年底，
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 8417个，省、市、
县三级示范家庭农场 2111个，
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470家。同时，还加大监测
力度，退出不合格的国家级、省
级示范合作社871个。

“晋字号”农业品牌
在全国叫响

农民合作社达9.6万家

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我省有机旱作农业迈出坚实步伐

全省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