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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
作办法》《2020 年中央和国
家机关督查检查考核计划》
要求，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开展 2020 年脱贫
攻坚督查工作。

本次督查的主要任务是

对中西部 22 个省份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成效
考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问题排
查等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开展
督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与基层共同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如期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督查重点关注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消费扶贫、公益
岗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
扶等工作，同时关注各地克
服疫情影响情况、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情况、防范洪涝
地质灾害等风险情况、脱贫
攻坚普查前期准备情况等。
对 2019 年退出贫困县进行
抽查，重点检查退出质量，
特别是“两不愁三保障”实

现情况。
22个督查组由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带队，抽
调有关单位人员组成，并邀请
各民主党派中央派员参加。
督查主要采取实地督查、暗访
抽查、受理举报等方式进行，
有关情况将向党中央国务院
报告。

据农民日报

2020年脱贫攻坚督查工作全面开展

7月 28日，记者从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获悉，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于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信贷支持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的通知》，加大对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搬迁
群众的后续帮扶力度。从
2020年起，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5年内共安排1200亿元专
项贷款额度，聚焦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相关的重点领域、
重要项目，加大金融信贷支持

力度，帮助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发展配套产业，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

《通知》强调，要继续发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
融优势，围绕“三专一多”（开
展专项行动、制定专项政策、
安排专项额度、用好多种产
品），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金融服务工作。重
点支持搬迁安置区配套产业
发展、支持开展消费扶贫促进
安置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支持

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提升完善。到2020
年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
能脱贫”；到2025年，在搬迁
群众稳定脱贫的基础上实现

“能发展、可致富”。
《通知》要求，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加强工作沟通，及时共享信
息，强化衔接合作，加大宣传
推广，共同摸清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项目融资需求，共同
推动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融资机制，支持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建设。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向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各分支机
构提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政策、安置区、项目需
求等相关信息。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优化办贷流程，开
通“绿色通道”，实行办贷优
先、规模倾斜、利率优惠、期
限延长，全方位支持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

据农民日报

毫不松懈地抓粮食生
产，切实保护好耕地，要全面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
过度非粮化。在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中，必须守住耕地红
线不突破这条原则，不能让
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
地之实。要加快中低产田改
造这一粮食生产“硬件”建
设，努力把中低产田建成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
农田，也要在加强地力提升
这一“软件”方面下功夫，努
力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
用率。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
察时指出，“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
和安全”，并就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提出明
确要求。笔者认为，落实好这一

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把粮食产
能保护好，把藏粮于地战略实施
好。毫不松懈地抓粮食生产，切
实保护好耕地，要全面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耕地过度非粮化。

对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粮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是
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年来，
我国粮食总产连续5年保持在1.3
万亿斤以上，耕地的贡献功不可
没。然而，耕地的资源约束也越
来越明显，粮食种植面积扩大的
空间越来越小。对标粮食安全的
硬要求，耕地保护和利用问题值
得高度关注。当前，国外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蔓延，我国又正值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在耕
地问题上更要把保险系数打得高
一些。

保护好利用好耕地，要惩处

违法违规侵占耕地行为。耕地是
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也是粮食
安全的物质依托。农民可以兼业
化、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
当前特别要强化对永久基本农田
和东北黑土地的特殊保护。在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必须守住耕
地红线不突破这条原则，不能让
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
实。在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过程
中，要杜绝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占水田补旱地现象。在工商资本
下乡租地时，要警惕其在土地流
转后搞非农建设，防止出现“有实
力租地、无定力种田”现象。

保护好利用好耕地，要守好
耕地质量红线。耕地质量高低关
系粮食产能是否可持续和农产品
品质优劣。既要加快中低产田改
造这一粮食生产“硬件”建设，努

力把中低产田建成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也要在加
强地力提升这一“软件”方面下功
夫，通过土壤改良、培肥地力、耕
地修复等，努力提高土地产出率、
资源利用率。农民是利用耕地的
主体，也是最终受益者。要鼓励
农民对土地的保护性耕作，主动
对实施土壤保护和其他生态保护
的地区给予经济补偿，充分激发
农民在土地保护、提高地力方面
的积极性。

保护好利用好耕地，要防止
到处调减粮食播种面积。2010年
到2018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占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基本稳
定在 70%。这一时期，玉米播种
面积由 5.24 亿亩增长到 6.32 亿
亩，小麦和稻谷的播种面积保持
稳定。2019 年，我国粮食播种面

积达 17.41 亿亩，比 2010 年多，但
比 2016 年少了 4000 多万亩。今
年，国家将粮食生产目标下达到
省级人民政府，要求各省份粮食
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这启示
我们，无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怎么改，无论农业结构如何调
整优化，都要确保粮食面积稳定。

目前，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已
经实施逾半年，全国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也早已完成。不过，我国人均
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
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很长时
间内不会改变，而且伴随人口增长
和城镇化推进，粮食需求量呈刚
性上升趋势。这样的国情农情，
决定了我国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
峻，必须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
耕地。强化耕地管控性保护，从
源头上严控建设占用耕地；强化
耕地建设性保护，推进耕地质量
建设和提升；强化耕地激励性保
护，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唯有
如此，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仓箱可
期的良田沃土。 据经济日报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积极指
导各地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
影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农田建设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

成高标准农田面积4338.5万亩，占

年度8000万亩任务量的54.2％，

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

过半。

据介绍，为加快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今年农业农村部加强

统筹谋划、提前部署推进、加强调

度会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在资金保障上，农业农村部

积极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加快落实农田建设2020年中央

补助资金。目前，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两个渠道

已全部下达2020年农田建设补

助资金867亿元，比上年增加7.8

亿元。同时督促各地加大地方财

政投入，积极指导地方利用高标

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

益、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多渠

道落实建设资金。一些地方大力

探索金融信贷、业主自筹自建等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

田建设，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拓

宽项目投资渠道。

在激励措施上，农业农村部依
据《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实施
办法》，今年第二次对各省（区、市）高
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情况进行综合评
价，对完成任务好的省份予以奖

励，对完成情况不够理想的省份进

行通报。黑龙江、江西、山东、河南、

广东5省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

扬，每省获得激励资金2亿元用于

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调动了各地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性。

在监测监管上，农业农村部

加快建设完善全国农田建设监测

监管平台，全面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信息在线填报工作，明

确要求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

项目数据核实和汇总工作，严把

项目质量关，按时完成数据填报，

实行全程动态监测监管。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

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指导和督促各地对标年度农

田建设任务，加快建设进度，加强

工程质量管理，确保如期完成年

度建设硬任务，持续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

实基础。 据农民日报

全面遏制耕地非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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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亿元专项贷款额度聚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每逢 7 月至
10月采收菱角的
季节，就有一支
由农村剩余劳动
力和贫困户组成
的“大妈团”，活
跃在江西省新余
市分宜县凤阳镇
沔村菱角种植基
地，她们日均采
收 菱 角 6000 多
斤，供应江西、湖
南、江苏、浙江等
省内外市场。图
为分宜县凤阳镇
农民组成的山村

“大妈团”在水中
采收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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