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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

展。当前，我市各地、各部

门以鲜明的导向，实施一系

列科学细致的“硬核”措施，

助力企业与时间赛跑，迅速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秩序，为

完成全年生产目标开好头、

起好步。

但也必须看到，受疫情

影响，农企复工复产面临诸

多困难：以饲料为主的生产

资料调入和以生猪、家禽等

为主的畜产品出现了跨省、

跨市调运不畅问题，特别是

市与市、省与省之间的通行

调运不畅，影响了畜牧养殖

企业的生产经营；现阶段全

国未实行禽类定点屠宰制

度，全省禽类交易市场关闭，

禁止活禽市场交易，出现肉

鸡和蛋鸡等销售难问题；蔬

菜生产复工人员紧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农业扮演着国民经济重要

的“压舱石”作用，抓好农业

生产、保证农产品充裕供

给，是稳物价、稳预期、保民

生的重要基础。今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脱贫攻

坚收官之年，稳住农业基本

盘具有特殊重要性。如何

更好地把“三农”工作落到

实处，既战疫，又护“农”，守

好“ 生 命 线 ”，稳 住“ 压 舱

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夯实基础，是各级

党委政府应当重点思考并

实践的课题。

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涉

农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把农

业生产抓紧抓实抓细。从开

辟绿色通道、加大金融支持、

稳定企业生产、减轻企业负

担等方面，重点为“米袋子”

“菜篮子”等稳产保供的农业

企业复工复产打通“最后一

公里”。充分利用“互联网+”
等手段，开展不见面审批、在

线招工等，竭尽全力帮助企

业排忧解难、渡过难关，缓解

企业压力、稳定发展预期。

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通过现场指导、入户帮扶、科

技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农

民生产绿色、优质的农产

品。引导种植合作社和农民

利用电脑、手机等在“线上”

学春耕春管，“线上”购农资，

“线上”推销农产品，想方设

法将疫情防控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降到最低。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

来。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时

节里，我们当以不负春光的

奋斗姿态，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与生产，守稳“米袋子”，

拎好“菜篮子”，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

力支撑。②6

实施“硬核”措施 助推农企发展

守 稳“ 米 袋 子 ” 丰 富“ 菜 篮 子 ”
—我市推动农业企业复工复产探析

阳春三月，暖阳照耀下的南阳大地，

宁静有序，紧张忙碌。

大型施工机械正在平整土地，佩戴口

罩的工人们正在采收蔬菜……这是位于

南召县云阳镇狮子坟村的三益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里的繁忙景象。

作为“百企帮百村”扶贫企业，三益

公司在南召县名气“响当当”。去年，公

司与北京北菜园集团签订了“有机蔬菜

进京”战略合作协议，计划从今年开始，

每年向北京提供 100 万公斤有机蔬菜，价

值超千万元。为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三益公司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正有序

恢复生产经营。

不仅三益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我

市各地积极开展农业生产，备耕春耕忙不

停，农业龙头企业也想办法复工复产，把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时令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农业生产

准备得如何，这关系到全年的农业谋篇布

局。南阳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粮油蛋

肉总产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

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日前，记者就我市有序推进种植养殖企

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农产

品有序供给情况进行了走访探析。②6

万物复苏，农事渐忙。

我市各地农民在当地政府部

门的引导下，做好防护，走出

家门，分散活跃在田间地头，

精心备耕、播撒希望。

3月 12日 6时，新野县五

星镇方营村的蔬菜基地早已

忙开了，几辆外地蔬菜运输

车停靠在路边，村民们正忙

碌地装着车，车上装载的大

白菜晶莹如玉。方营村全村

4000亩耕地有 3500亩种菜，

大白菜、甘蓝、洋葱远销京津

冀、东三省等地，洋葱等还出

口日本、俄罗斯。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

育苗正当时。走进社旗县下

洼镇周庄村建山脱毒红薯基

地育苗大棚，工作人员正分

工合作、分散做工，摆码、浇

水、覆土、铺膜……育苗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

农民忙春耕备耕，工厂

机器轰鸣，“米袋子”“菜篮

子”有保障。

疫情发生后，挂面成为

“紧俏物资”。在卧龙区想念

食品有限公司，机器运转轰

鸣，只见生产流水线满负荷

作业，成袋的挂面缓缓驶出

流水线，一旁的工人正忙着

搬运、装车……

自 1 月 24 日起，想念食

品满负荷生产，日加工面粉

600吨、挂面 1250吨，除了向

全国市场供应外，还驰援武

汉，持续供应。目前已累计

生产面粉、挂面 6.1 万吨，其

中供应湖北省 9000吨。

如今，虽然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还在持续，但

农企复工复产的号角已经吹

响——

全市畜牧养殖企业，以

及天冠、三色鸽等企业保持

连续生产；

1月 24日，想念、康元等

食品加工企业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和市场需求恢复生产，

新野裕康面业、仲景食品等

企业陆续复产；

2 月 12 日复产以来，仲

景食品为满足市场日益增加

的需求，实行全天候生产，日

加工香菇酱由以前的 15万瓶

提高到 26万瓶；

春节以来，天冠集团已

累 计 生 产 95 度 医 用 酒 精

1056吨，销售 297吨，其中销

往湖北 191.26 吨，销售 75 度

消毒酒精 670吨，其中销往湖

北 23吨，捐赠湖北 75度消毒

酒精 5吨；

新纺公司上马两条高档

仿熔复合非织造布项目，专

门用于生产口罩等卫生医疗

保护用品，项目投资 1.2 亿

元，建设期 6个月，届时可年

生产高档仿熔复合非织造布

2.5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4.25
亿元、利润 3190万元；

…… ……

当前，全市上下紧扣“疫

情防控打胜仗、农业发展紧跟

上”的目标，从严防死守到主

动出击，从单一的疫情防控到

“两手抓、两促进”，打响了农

企复工复产攻坚战。据统计，

全市规模以上复工复产种植

养殖企业 1929 家，其中养殖

企业 1846 家，饲料兽药企业

24家，屠宰企业 11家。

农企陆续复工 生产紧张有序

人勤春来早。眼下，卧

龙区各苗木花卉合作社均已

进入用工高峰，各合作社根

据自身实际和生产安排，采

取分时段、分片、分棚、分作

物等措施开展作业，尽量避

免工人集中作业和扎堆现

象。

在新野大河蔬菜专业合

作社蔬菜基地，每天早上，25
名工人佩戴口罩，通过村卡

点测量体温后，开始一天紧

张有序的作业。这些工人都

是本村农民，相互了解，身体

健康。

同样，社旗安菜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种德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主要蔬菜基地，为务

工人员统一发放口罩、每天消

毒两次、测体温一次。

牧原集团制定原料收购

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和

饲料厂员工管理的通知，其

在南阳辖区内的 4家饲料生

产企业，均采取同样的防控

措施。

各地政府、园区等严守防

控底线，科学织密防控网。强

有力的政策措施、务实的工作

方案，为农业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了有力支撑——

制定《关于有组织地做好

种植养殖业开工复工生产有

关工作要求》，明确提出了种

植养殖企业开工复工必须采

取“六有一必须”（有农产品开

工复工生产保障方案、有科学

的自我防范措施、有务工人员

数据档案、有严格消毒措施、

有动物疫病防控措施、有岗位

工作责任制度，必须提供可靠

的健康证明）措施，保证规模

种养业的用工安全、防控安全

及生产安全。

就近安排用工。规模化

种植、养殖企业，认真履行防

控的主体责任，雇用的人员

以本村、本乡镇为主，市域以

外的生产者，及早沟通联系、

说明情况，近期不予安排。

已开工的企业，加强对员工

的教育培训，落实防护措施，

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做到防

控全覆盖，切实保障人员健

康安全，防止疫情发生。

实行封闭管理。规模化

养殖企业严格执行员工封闭

使用、封闭管理，完善清洗消

毒等生物安全措施；规模化

种植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实

行错峰上班、分批上岗，界定

员工工作范围，提醒员工下

班后尽可能缩小活动圈子，

上下班都要做好记录。同

时，对生产基地的门厅、会议

室、餐厅、卫生间及生产设施

等要全面定时消毒。

科学使用交通工具。员

工上下班提倡个人自驾，确

需开通单位通勤车辆的，由

企业制定严格的疫情防控措

施，按照车辆准乘人员减半

乘坐，同时需经县市区农业

农村部门核准，符合条件的，

发放应急运输通行证 C 证，

并做到及时消毒。县市区按

照应急运输通行证 C证的发

放要求，做好监督管理。

严守防控底线 保障复工安全

在邓州市孟楼镇西竹

村小麦种植基地，4 台喷雾

机正在为小麦喷药。

“因为疫情防控，今年的

工人、农资很难到位。多亏

政府及时协调农药、化肥等

农资的供应，我们才能及时

进行田间管理。”襄阳源盛园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文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面对疫情，方城县农村

信用联社迅速开发出了针

对红薯种植、储藏、电商销

售的专项贷款，这让该县小

史店镇的红薯特色产业发

展有了着落。

3 月 11 日，方城县农村

信用联社与薯品汇（方城

县）红薯产业电商物流园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开启

了合作共赢发展新征程，为

方城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西峡农商银行推出“龙

乡复工复产贷”特色信贷产

品，搭建“银政企”农民工就

地创新创业平台，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目前，已发放以

“果药菌”产业链为主的复

工 复 产 和 春 耕 生 产 贷 款

9560万元。

帮扶政策持续加力，全

力打通复工复产“最后一公

里”——

我市先后制定了《关于

切实做好全市规模以上种

植养殖企业疫情防控监管

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做

好全市规模以上种植养殖

企业疫情防控监管督导工

作的通知》，部署农业生产

和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市农业农村

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南阳正

大饲料、牧原食品、社旗县

满义蔬菜、丙玉蔬菜、南召

联源生物等企业，调研指导

农业稳产保供和疫情防控

工作。成立 17个督导组，对

17 个县市区农业企业复工

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督导检查，扎实有序推进生

产。同时，农业农村部门技

术人员深入重点基地调研

情况，做好信息调度，畅通

供求信息。

推进产销对接。对 509
个蔬菜种植经营主体近期能

采收的蔬菜品种、面积、产量

进行摸底统计，把信息提供给

经销商，集中统一采购上市，

大部分现已陆续采购上市；收

集整理了全市蔬菜、食用菌供

应信息，涉及 9个县区、48个
合作社、23个产品，并发布在

市农业农村局官网。

“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

去。”面对各地农企复工“堵

点”，全力做好应急运输通行

证审核发放。截至目前，市

农业农村局发放 B证 227张、

C证 2988张，运输物品涵盖

蔬菜、农资、兽药、饲料、化

肥、粮油、水果、肉蛋、农具设

备等，累计运送 27万吨。与

商务、公安、交通等部门配合

做好产销对接、产品运输等

工作，确保“菜篮子”产品产

得出、运得出、供得上。

与此同时，采取出台推

进土地流转、及时办理相关

证照、优先支持项目申报、

及时开展检疫、支持延长产

业链条、及时出台划定方案

等六方面的措施，为牧原集

团发展做好保障服务。目

前，牧原集团“百场千万”工

程建设项目已全面开工。

政策持续加力 打通复产“堵点”
本报记者 陈 琼

宛城区高庙镇王良庄村文景园农业基地里无人机正在高空作业喷洒农药

淅川县西簧乡梅池村村民正在采摘香菇

想念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秩序井然 新野裕康面业有限责任公司面粉装车远销外地

仲景食品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生产香菇酱

香菜网员工正在打包订单

本版摄影 陈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