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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课题 加速“补短板”
文︱ 听  涛

6 月，我国夏粮再获丰收，消息格外令人振奋。这是

在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

控难度最大的疫情后赢得的丰收，意义格外重大。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两个“任何时候”和

一个“功不可没”再次深刻诠释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充分肯定农业稳产保供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对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

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

候都是真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

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

夏粮的丰收是特殊之年交上的特殊成绩单，彰显出农业农

村战线的使命和担当，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增添更多信心

和底气。

然而，6 月北京再次出现本土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且所有病例均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直接或间接

的流行病学关联，又再次让农业工作绷紧了弦。

此次疫情就像一面镜子，不断检验着农业工作的方方

面面，更是暴露出了过去一直潜在的工作短板。北京新发

地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大“菜篮子”和大“果盘子”，承担

了首都北京 80% 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作为亚洲最大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日吞吐量仅蔬菜就达到 1.8 万吨、

果品 2 万吨，每年的交易额都在千亿元级别以上。此次北

京疫情仍暴露了农副产品流通基础设施体系的不成熟，农

产品批发在供应链可追溯体系方面的短板。

暴露问题并不可怕，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尽快查缺

补漏。由于我国农业经营分散、规模化程度还不高等原因，

农产品物流一直还是一块“短板”。为此，2019 年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就明确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工程。很快，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进一步降低农产品

损耗和物流成本，从源头加快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

一公里”问题，推动农产品提质增效和农业绿色发展。一

个多月后，农业农村部又再次发出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对相关工作细化部署。可

以看到非常时期，我们的农业补“短板”工作明显提速。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粮食安全

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未来疫情防控有可能进入常态化，

这将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更多新的课题，我们将如何正面

难题，如何利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去迎接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考验的是智慧更是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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