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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复，诸多不易。农业难不难？难。春播秋收，夏管冬藏，事事要紧抓农时，一

步也误不得，也误不起。南菜北运、西肉东送，步步要疏通网络，一处“梗阻”，处处受

制。农业似乎也在与病毒“赛跑”，不敢有丝毫懈怠。

“中国 14 亿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 70 万吨粮、9.8 万吨油、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要满足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每年的粮棉油糖菜播种面积大概稳定在 23 亿～ 24

亿亩。”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今年两会上自信承诺：“我们有能力保证 14 亿中国人

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而且饭碗能够越端越稳，也吃得越来越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新时代新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相

比较“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内涵更深、维度更宽、层次更高，是发展进程的加速，

也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意味着要实现从数量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从生产力到竞争力的

全面跨越。

我国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体量和超大规模的农产品需求，建设农业强国，首要是牢牢

把住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稳住农业基本盘；同时还要满足高质量、多样化的农产品需

求，棉油糖、肉蛋奶、果菜蔬等重要农副产品的供给水平，要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保多样、保质量。

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农产品既要产得出、产得优，还要卖得出、卖得好，成

为高品质、有口碑的“金字招牌”。我们的农产品不仅要有口碑更要有品牌，要通过创新

技术迭代和质量升级，打造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为核心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让

老百姓吃得放心、安心的同时，在国际多变的竞争格局中站稳，以高质量的农产品稳产保

供提升农业强国的成色和韧性，为国民经济稳定性压好舱，以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来应对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不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依靠优

质农产品品牌的“破壁出圈”，不断挖掘农业多元价值。从农产品一个点，扩展到产前产

后一条链，再绘就成为凝聚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全面乡村振兴新画卷。

“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也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进入新时代，农业

农村已经不再是单一部门和局部的问题，而是决定全局的关键性问题。新征程上，必定不

会风平浪静，农业发展也会面临更多两难、三难甚至多难的局面，我们更要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以新时代的智慧和谋划，不断凝聚起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强大力量，推动

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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