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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保供就是保定力、保信心

4 月 20 日，2022 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在京召开，大会主题为“保供给、稳预期、

促增收”。

“保供给、稳预期、促增收”这三个并列词汇其实互有因果。“保供给”是核心

目标，“稳预期”是这一目标之所以必须实现的原因。预期意味着信心，因此，通过

保证农产品供给来稳定预期，就是在为社会发展树立信心。而“促增收”，既是实现

保供给这一关键目标的方法之一，亦是目标实现后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之一。

总的来说，“保供给”三个字是关键，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工作的重中之

重。分开来说，“保供给”需要做到“四保”，即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以及保

特殊时期的供应链畅通。

保数量，为的是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要求。如今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交汇点上，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境，国际粮价大幅震荡波动，国内市场面临传导压力，这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下，唯有保证农产品足量供应，才能让全社会、全体人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心无旁骛地迎接挑战、紧抓机遇。保多样，为的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续。如果说保数量的核心在于保证粮食作物、大宗农副产

品的丰产丰收，那么保多样的关键任务就是助力各类经济作物多点开花，是满足消费

者新阶段对丰富多样农产品需求的应有之义。保质量，是在数量和多样的基础之上，

对农业生产提出的更高要求，是消费者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时，对农产品

市场提出的现实需求。

至于“保特殊时期的农产品供应链畅通”，为的是在发生诸如疫情在城市爆发、需

要管控等特殊状况时，保证农产品的顺畅供应。通过观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应

该意识到，在特殊时期，农产品供应链是否畅通，决定了居民面对困难时是否能够保持

足够的定力。饮食充足，即便局势有些艰难，人们也能相对泰然，相反，一旦饮食供应

出现问题，那么人们便会陷入恐慌、失去部分理性。而现实也告诉我们，保证农产品供

应链的畅通，不仅仅依赖一城一地的独立行动，需要统筹规划、全局部署。

农产品保供，保的既是基本的生活所需，亦是在保障社会向前发展的“信心”和

“定力”。人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珍贵，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在许多时候，黄金

给不了人太多信心，但粮食可以。

文︱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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