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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8年稳定在1000亿斤以上

粮食

  今年夏粮总产量

528 . 32亿斤，比

上年增加0 . 8 8亿
斤，再创新高

蔬菜

  山东蔬菜播种面积常年

稳定在2200万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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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蛋奶

  2021年，全省肉

蛋奶总产量1559万
吨，产值2904亿
元，均居全国首位

水产品

  水产品加工量达646 .5万

吨，加工产值1099亿元，居

全国首位

  2021年，全省水产品总量达

854.4万吨（含远洋渔业），产值

达17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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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乡村
振兴全面展开的关键之年。办好丰收
节，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的干劲，全力确保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
品稳定供应，具有特殊重要性。山东各
地广泛组织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田
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有良田打基础，有良种播得下，
有良法作支撑，今年的粮食生产肯定差
不了！”这两天，汶上县的种粮大户赵
汝学开始忙活起来，他在鲁南、鲁北等9
个县流转、托管了17万亩土地。让他对全
年粮食产量充满信心的，不仅是目前玉
米长势良好，还有上一季小麦的收成。
　　回想起小麦从种到收，赵汝学说，
过程比较曲折。由于去年秋季降水较
多，导致有些地块小麦播种较晚，冬前
出苗长势弱。政府及时组织科技壮苗、
虫口夺粮、“一喷三防”等行动，小麦
长势越来越好。到收粮的时候，正常播
种的小麦产量普遍较常年增产10%左
右，晚播的小麦产量也基本没有减少。
　　“不仅科技助力，农业社会化服务
补贴、生产者种植补贴、农机购置补
贴、玉豆间作复合种植补贴……一系列
惠农政策，让我们愿意多种粮、种好
粮。”赵汝学说。
　　在博兴县湖滨镇寨卞村，博兴县好
收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2000多亩玉
米，以及带状复合种植的200多亩大
豆、玉米丰收在望，100亩棉花正在收
获中。“玉米品种大多是登海系列，大
豆种了‘齐黄34’‘菏豆33’等5个品种，长
势都挺不错。”合作社理事长耿金光说，
今年玉米产量能达到1400斤左右。
　　能增收，才是真丰收。耿金光说，
合作社采取的是订单化种植，像大豆种
植，就和当地的沿黄大豆产业集群国家
级龙头企业签订订购合同，每斤高出市

场价0.2元－0.3元。
　　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
市场，是沟通农民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禹城市麦香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供应普通馒头、养生馒头、花色馒头、
儿童馒头四大系列40多个品种，以及系
列配方面粉。“我们采取的是‘企业+
基地+农户’模式，从播种开始就与农
户合作，建立了优质小麦标准化种植基
地，成立职业农民培训学校，注册登记
了新型经营主体‘禹城麦香种植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带动6000多户农民加入
生产体系。”麦香园总经理邵燕说，截
至目前，已发展小麦种植基地近3万
亩，帮助农户亩均增收20%以上。
　　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亓家滩村种植

的300亩猕猴桃正在成熟上市。几天
前，这里刚举办了采摘节，游客们提着
小桶尽情采摘、品尝，同村民一起享受
丰收的喜悦。“目前市场价平均在6元
左右，今年预计为农民增收1 5 0 万
元。”亓家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丰说，亓
家滩村有着30多年的猕猴桃种植历史，
优良的土质、甘甜的山泉水，加之昼夜
温差大，让这里猕猴桃的口感独特，成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要让农产品卖得火、带动农民增
收，主动走出去叫响品牌很重要。高青
县瞄准北京高端市场，借势借力丰收节
北京主会场活动，以“万里黄河最高
青”为主题，专门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和
文旅资源展示体验区，集中推介展销高

青黑牛等20多个品牌的近百项产品，让
现场观众感受现代农业魅力，多方面了
解优质食材，进一步扩大高青农业特色
产品的知名度。
　　在“富口袋”的同时，农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幸福感、获得
感不断增强。9月21日上午，淄博市临
淄区朱台镇庆祝丰收节活动现场，举行
了农民书画展、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
动。今年以来，朱台镇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家庭站”，按照百人一户的标
准，一批氛围好、觉悟高的家庭挂牌上
墙。这让新时代文明实践走出实践所
（站），迈进群众家门，大家聚在一起
练练舞、学学棋、听听红色故事，活动
灵活多样，群众好评如潮。

丰收沉甸甸，日子红火火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又到一年丰收季。玉米金、大豆
黄、苹果红、柿子橙……齐鲁大地广袤
田野披上了五彩斑斓的“新装”，一幅
美丽的秋日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民以食为天。作为农业大省，山东
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不断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1年，全省生
产了全国8.5%的粮食、9.8%的肉蛋奶、
11 .2%的蔬菜和12.8%的水产品，贡献了
安稳的“粮袋子”、丰盛的“菜篮
子”、多彩的“果盘子”。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业大
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回
看今年山东夏粮生产，总产量达到
528 .32亿斤，比上年增加0.88亿斤，再
创新高，对保供给、稳预期、增信心，
稳定经济大盘提供了坚实支撑。增产丰

收的优异答卷令人倍感振奋，而丰收背
后的智慧令人深受鼓舞。
　　沉甸甸的丰收，着实来之不易。面
对去年严重秋汛，我省积极采取“四补
一促”小麦应急抗湿播种技术，确保小
麦种足种好；小麦越冬前、返青后，迅
速实施“科技壮苗”等专项行动，小麦
苗情持续向好转化；针对今年小麦条锈
病见病早、蔓延势头快的紧急情况，全省
上下利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小麦条
锈病见病面积控制在46.7万亩，为近三年
最低，为夏粮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我省全力推动种业振兴，选育推广了济
麦系列、山农系列、登海系列等一大批
小麦、玉米高产稳产品种，目前全省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良
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47%；全力
支持德州市“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
广泛开展吨粮县创建。

　　不仅要把“饭碗”端牢，还要让
“饭碗”里的食物更丰富，让百姓吃得
更好、更健康。山东树立起大食物观，
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当好“全能型
选手”，全力保障肉类、蔬菜、水果、
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向设施栽培要果蔬，一些地方大棚
成“海”，蔬菜总产量常年稳定在8000万
吨以上；向规模养殖要肉蛋奶，畜禽养殖
向集约化、工厂化、智能化跃升，肉蛋奶
总产量1500万吨左右，在现有消费水平
下全省肉蛋奶年产量可满足1.5亿人消费
需求；向海洋牧场要水产品，打造“海上
粮仓”“深蓝1号”等渔业“重器”，耕牧深
远海，水产品产量800万吨左右……
　　眼下，更多的粮食、果实正在沃野
中收获，农民尽享丰收的喜悦。相信山
东“粮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将
更加充盈、丰盛，为保障全国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贡献更多力量。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　本报记者　李洪翠　刘英

　　又是一年金秋至，9月23日迎来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9时4分迎来
秋分节气。此时的齐鲁大地，田间地头
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农民脸上洋溢着
收获的喜悦。烟台苹果、枣庄峄城石
榴、泰安板栗、章丘大葱、黄河口大闸
蟹、滨州沾化冬枣……秋姑娘携着
“鲜”气十足的山东好品纷至沓来，在
齐鲁的田野大地描绘出一幅绝妙的秋
景图。
　　山东好品，“鲜”在时令。在“仙
境海岸 鲜美烟台”的秋天，一望无际
的果园里，沉甸甸的苹果压弯了枝头，
色泽鲜艳，个大形正、光滑细腻，咬一
口细脆津纯，酸甜可口，受到许多人的
喜欢。去过太空，上过“云端”，目
前，“烟台苹果”品牌价值已超过150
多亿元，并连续13年蝉联中国果业第一
品牌。
　　作为“水果皇后”，“烟台苹果”
因栽培历史悠久、品种齐全、产量高、
品质好而驰名中外，其代表品种红富士
种植面积一度超过总面积的80%。据了
解，烟台苹果年产量达606万吨，加工
能力400万吨，果品贮藏库容400万吨，
出口量占全国的1/2，达60万吨。这串
数字是280万亩苹果种植面积的成绩，
同时也是“烟台苹果”成为中国果业第
一品牌的底气。
　　齐鲁大地，“丰”景如画，“干果
之王”板栗奏响了丰收乐章。泰安市东
北部的岱岳区大津口乡、黄前镇、下港
镇，板栗种植面积达45万亩。作为泰安

板栗的主产区，每至9月、10月，家家
户户都开始打板栗、捡板栗、给板栗去
壳，整日围着板栗转。泰安板栗作为泰
安特产之一，果实大而均匀、壳薄易
剥，色泽光亮，肉质软糯、香甜可口，
是山东板栗中的优良品种。
　　在泰安，板栗已有3000多年栽培历
史，如今作为全国板栗集散地、省内最
大的板栗外贸出口加工中心，泰山板栗
销往广东、上海、重庆、江苏、浙江等
地，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可

达1.2万吨，占全国出口量的40%，创汇
3000多万美元。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
板栗种苗输出地，每年输送全国各地板
栗苗3000多万株，附带物流、仓储等其
他商业服务，产值达5000多万元，解决
了山区1万多老人、妇女的就业。
　　山东好品，“鲜”在源头。在中国
花生之乡莒南县，30万亩花生迎来了收
获季。依托每年5万余亩的花生种植规
模，莒南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花生
良种繁育基地、花生商品生产基地和出

口贸易集散地。据了解，全县常年加工
销售花生制品120万吨，产值高达近百
亿元，商品率达90%以上。
　　禹城的大豆也成熟了。2022年，禹
城围绕“大豆链”做文章，超额完成
13.46万亩大豆种植任务，总种植面积全
国第4，占全省10%、德州45%。大豆加
工产业，上半年营收23亿元，大豆分离
蛋白全国占有率30%，实现了从过去的
育种、种植、油料加工、蛋白加工，到
如今生产高端蛋白粉、素肉、大豆肽饮
料的转变。
　　此外，第一批“好品山东”品牌名
单中的蔬菜、果品、食用菌及其制品，
也在这个秋收季节获得了充沛的原料补
给。红透了的新泰、平邑山楂为山楂制
品提供优质原料，黄桃罐头持续锁住蒙
阴黄桃的高含量维C，个大皮薄的莱芜
生姜为生姜产业注入源头活力，济宁的
黑芝麻、金针菇为香油制品、酱菜产
业、鲜品蔬菜产业备足了资源。
　　山东好品，“鲜”在品质。烟台市
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土壤中性偏酸、
砾石含量高、透气性好，特别适宜酿酒
葡萄的生长。在葡萄酒产业中，葡萄酒
素有“七分原料、三分工艺之说”，只
有营养成分饱满，味道纯正的酿酒葡萄，
酿出的葡萄酒才能颜色、风味俱佳。9月
下旬、10月中上旬，如果生长条件适宜，
可生产出品质极优的酿酒葡萄，以此酿
出的葡萄酒果香浓郁、醇厚优雅、结构均
衡、回味悠长。张裕葡萄酒从葡萄原料
抓起，建了8万亩酿酒葡萄基地，其中
以“蛇龙珠”等为代表的酿酒葡萄品种
的种植面积占比90%以上。

好品山东“鲜”气十足
这些“舌尖”上的山东好品，正是品尝时

烟台苹果

肥城桃

莱阳梨

黄河口大闸蟹

 噪“果形端正、色泽艳丽、果肉甜
脆、香气浓郁”享誉国内外。

 噪“天上蟠桃，人间肥桃”。肥城
桃又名佛桃、寿桃。

 噪肉细嫩，甘甜如饴，清脆可口。

 噪蟹膏满黄肥，色泽橙黄，肉鲜香
甜美。

鱼台大米

沾化冬枣

潍县萝卜

武城辣椒

 噪果中珍品，被誉为“中华奇果”

“世界第一果品”。

 噪粒大均匀、晶莹透亮、气味清
香、柔软爽滑。

 噪皮色深绿，肉质翠绿，香辣脆
甜，多汁味美。

 噪中国十大名椒之一，以皮薄、肉
厚、色鲜、味香、辣度适中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