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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速达 9.6%
1 月 22 日，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对全省“十三五”期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立足当下
分析了形势，
并对全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三农”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谢晖表示，
“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胜利完成，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未来，
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党
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开拓进取、攻坚克难，
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回首“十三五”
粮食产量
多年保持全国第 14 位
2016 年以来，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速达 9.6%，始终保持“两个
高于”，即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 0.8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1.3 个百分点。城
乡收入之比逐年下降，由 2015 年的 3.2:1
降低到 2019 年的 3.04:1。2020 年以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做好“六稳”工作，
扎实落实“六保”任务，农业农村经济持续
向好、稳中有进，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产量多年保持全国
第 14 位；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015 年末的
2056 亿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3038 亿元，年
均增幅达 5.9%，
由全国第 14 位提升到第 11
位。鲜切花生产面积、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直过民族”
和沿
边地区 2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任务
全面完成，所有建制村 100%通硬化路，供
水和饮水安全有效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
上，
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8%。
编制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相继制定出台了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乡村产业
发展促进农民就业等政策措施，乡村振兴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
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政
策出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到进一步巩
固。新一轮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启动实
施，联审联管机制全面建立。

当下

接下来这样做

云南空管分局青年们
交出漂亮
“成绩单”
近日，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几场直播带货活
动火了，点赞数高达 4 万！观众不仅瞬间被高颜
值主播圈粉，还不时被直播过程中的小细节打
动，有粉丝甚至说：
“ 这是我看过的最感人的直
播！”原来，这是云南空管“疆爱进行到底”的直播
助农带货活动。记者了解到，其实“空管支疆 爱
心传递”活动已连续开展数年，空管系统利用点
多面广，遍布全国的优势，让消费扶贫和教育扶
贫的足迹延伸至祖国的每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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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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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粮食自给水平

助农直播 成果丰硕

抓好粮食生产。一是压实粮食安全责任，
将按国家下达的
“粮食面
积6251万亩、
产量1905万吨”
的任务尽快分解压实到各州市、
县、
区，
确
保关键之年粮食和农业丰收。二是构筑粮食安全产业带，
继续深挖晚秋
粮食生产潜能，
构建保障粮食安全的
“大粮仓”
。三是改进粮食种植方
式。要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和
“卡脖子”
技术，
加快发展数字农业、
智慧农业、
高效设施农业。四是积极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五是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力争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六是全力抓好病虫害防控。抓好耕地保护建设，
做好耕地的保护利
用，
确保耕地数量，
科学用好土地资源，
守住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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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生猪和肉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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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一县一业”示范创建

去年 4 月，云南空管分局团委在分局党委和
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在分局工会的支持下，积极
组织“空管支疆 爱心传递”义购活动，共有分局
623 人参加活动，职工参与率达 100%。购买义
购产品 653 份，收到爱心义购款 7.8 万余元，在空
管系统义购金额排名第一。
同时，分局团委联合省内知名媒体开展了助
农直播，助力新疆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2020 年
9 月至今，
分局团委在某短视频平台开展了 5 场直
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成果丰硕。其中：
2020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分局团委携手多家空管兄弟单位
团委，
联合云南电视台，
在民航局空管局团委某短
视频平台官方账号和云南电视台都市条形码官方
某短视频平台官方账号，同步开展了空管系统首
场扶贫直播，为民航局定点扶贫地区——新疆和
田地区的农副特产直播带货，
2 场直播共吸引 3 万
余人在线观看，
销售额 1.6 万余元。
今年，
“ 空管支疆 爱心传递”直播活动继续
开展，1 月 10 日—15 日，分局团委携手湖南空管
分局团委，联合昆明航空飞行飞管党总支，共开
展 2 场主场直播、1 场连麦直播。直播点赞数高
达 4 万，总销售额 3 万余元。支持云南空管助农
活动的观众不仅能享受美食，还得到了昆明航空
飞机模型、机长熊公仔等爱心礼物。

“三农”面临
深刻复杂的发展变化
在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下，
农业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
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
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且主要是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主要矛
盾的变化是关系农业生产发展大局的历
史性变化，在发展方位上呈现出一系列新
特征，对农业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现在，
“ 三农”工作的使命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是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相较于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达到农
业农村现代化任务更为艰巨。主要表现
在对象更为广泛，脱贫攻坚解决了 880 万
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按当前全省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计算，乡村振兴要解决约
2400 万人的现代化问题，即便到 2035 年
城镇化率接近 70%，也还得实现 1500 多
万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从今年
开始到 2035 年实现乡村振兴，还需 15 个
年头的艰辛付出。

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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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坚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放在压
倒性位置来抓，
实现四个全覆盖，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在
县级政府层面建设面向困难群众的救助平台，
建产业帮扶全覆盖机制，
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帮扶机制，
建扶志扶智机制，
形成一套管用的机制，
做到规范化、
制度化。

要稳定生猪生产恢复势头。要大力推进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加
快生猪遗传改良进程，
提高生猪良种覆盖率，
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
加大
生猪种质资源保护投入力度，
提升生猪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能力。
保护生猪基础产能，
加强监测预警，
促进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加快发展牛羊等畜牧产业，
要大力发展牛羊龙头企业、
家庭牧场、
养
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抓好草畜配套，
建立健全动物疫情监测和报告
制度，
同时，
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
及时帮助解决滞销、
断供等问题，
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民生。

继续按照
“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
的路子，
大力实施
“一二三”
行
动，
深入推进
“一县一业”
示范创建，
聚焦种业、
电商两端，
坚持设施化、
有
机化、
数字化发展方向，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步伐，
力争茶叶、
花卉、
水
果、
蔬菜、
肉牛等重点产业综合产值5年翻番。5年要实现翻番的目标，
年均增长就要达到14.87%，
始终保持高速态势。
到2025年，
全省力争建成20个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
“一县一业”
示
范县，
129个县每县形成一个初具规模、
特色鲜明、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
导产业。

全面实施乡村建设工程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2021年要基本完成县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
明确村庄布局分类。以偏远山区、
欠发达地区为重点，
因地制宜提炼总结推广改厕技术模式，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健
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加快推进收运和终端处置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治理水平。
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治理工作协同运行
机制。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继续推动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点放在农村，
紧盯农村供水、
农村公路项目、
电网改造、
农房安全隐患
等公共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
实施乡村振兴
“百千万”
示范工程。依托全省乡村特色优势资源，
建
设100个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1000个精品示范村，
10000个美丽村庄。
将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示范园，
省级重点建设10个乡
村振兴示范园。
本报记者 李赛

青年代表 驻村扶贫
另外，
分局团委还广泛动员广大青年职工积极
参与到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中。分局团委在分局党
委的领导和各基层党组织的支持下，
精心挑选、严
格把关，
从一线和机关选派出6名思想政治过硬、
综
合能力过硬的优秀青年代表，
分 5 批前往贵州省镇
远县江古镇，
以驻村干部的身份开展扶贫工作，
为
行业扶贫贡献了云南空管青年力量。
另在云南空管分局公众号“七彩航迹线”上
宣传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成果相关内容 19 期，获
得大量关注，并被西南空管局团委、西南空管局
微信平台转载。
2021 年，空管助农依然在路上，分局团委将
继续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以持之以恒的奋斗精
神，为建设美丽乡村和空管安全保障工作谱出新
亮色。
本报记者 王利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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