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篮子”拎得稳不稳，老
百姓餐桌是否丰盛，是重大的
民生关切。我国有14亿人口，
每天就要消耗192万吨菜。特
别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吃的要求不仅在于
吃得饱，也更加追求吃精吃鲜
吃好。

临近晚餐时分，北京市朝
阳区居民吴女士在附近的一家
菜场内挑选蔬菜，尖椒、娃娃
菜、秀珍菇、胡萝卜等被她一一
放入购物车内：“现在都说多吃
蔬菜健康，我每天买的量和样
数都比以前多多了。”

十年来，我国在确保扎紧
“粮袋子”的同时，不断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保障“菜篮子”“果
盘子”等有效供给，品种更加丰
富多样，品质持续优化升级。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这十年，我
国主要“菜篮子”产品产量稳步
增长。2021 年，全国蔬菜、水

果、肉类、水产品、禽蛋、牛奶等
产品总产量达 13.01 亿吨，比
2012年增长25.4％。

每年元旦、春节“两节”前，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坡田洋万
亩冬季瓜菜种植基地就格外忙
碌。海南是中国的冬季“菜篮
子”，冬季瓜菜产量突破500万
吨，与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广东、福建等省区一道，用“南
菜”托稳了我国城乡居民冬季
蔬菜供应。

“菜篮子”既要保数量，也
要保多样、保质量。山东是我国
重要的北方设施蔬菜产区，寿
光更是以“棚海”闻名。然而十
年前，“菜乡”寿光的蔬菜发展，
却存在着被“卡脖子”的风险。自
2012年开始，寿光不断出台蔬
菜种业发展扶持政策，拿出专项
资金，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十年过去，今天的寿光，国产种
子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保护和登

记的自主研发蔬菜品种达到
160个，种苗年繁育能力达到18
亿株，并依托“部省共建”，建成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向标
准化要质量、要品牌。

对人多地少的大中城市而
言，如何答好“菜篮子”产品保
供稳价这张考卷，更加需要担
当与智慧。市长负责制是“菜篮
子”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但怎
样才能更好发挥这一制度的指
挥棒作用？2014年中央一号文
件给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答案
——健全“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考核激励机制。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办法》，原农业部会同“菜篮子”
食品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其他成
员单位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
并两次开展“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考核，有效推动大中城市“菜
篮子”工程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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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物流水平的提升、市场信息的贯通，东西南北的地理界限被打
破，越来越多的生鲜农产品实现朝采夕至，充盈着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菜篮
虽小，牵系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稳定供给，各地全面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发展、市场流通、质量监管、调控保障
等工作，“菜篮子”产品供应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百姓餐桌菜色越来
越足，小菜篮拎出了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2016 年，吉林省西瓜
收购价在一个月内快速下
探，瓜农损失惨重。“收西
瓜的时候才知道西瓜哪儿
哪儿都是。”

农民市场信息获取和
利用能力相对较弱，容易

“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要
打破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
怪圈，稳定农民收益，强化
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
布，引导农户合理安排生
产，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
场势在必行。

近年来，我国加快农
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
发布工作步伐。2017 年，
原农业部在对已运行十余
年的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
指数全面评估和调整基础
上，编制发布“农产品批发
价格200指数”，进一步发
挥市场信息在指导生产、
引导市场和服务决策中的
作用。随后，中国遵义朝天
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等
一批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
应运而生，为农户及时了
解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生
产销售提供了渠道，成了
指导农户生产的“风向
标”。

打通产销两端的信息
壁垒同样迫在眉睫。2018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开展
系列贫困地区产销对接工
作，平日里“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贫困地区农产品得
以面对更广阔的市场，累
计签约额超 500 亿元。脱
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这样
搭桥牵线的平台并没有止
步。农业农村部加快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推动建立长期稳
定的产销对接关系。

既要“卖得走”也要
“存得住”，农户才能“想什
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
收益方能更有保障。

重庆市江津区石蟆镇
正林村二社 72 岁的村民
周勇对此深有体会：“今年
种了21亩橄榄，在冷库存
到明年 3月价格还能从 3
元/斤涨到 20 多元/斤。”
前几年由于没有人来收，
周勇种的橄榄都烂在了地

里，得益于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周
勇不仅解决了储存难题，
还进一步打开了市场销
路。

为解决农产品出村进
城“最初一公里”问题，
2020年 4月，农业农村部
正式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建设，聚焦“产
地”、深入“田间”，从鲜活
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和脱贫地区开
始，逐步覆盖到全国各地。
据了解，中央财政以“先建
后补”的方式，两年共支持
2.7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和集体经济组织
建设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并支持整县推进，新增库
容1200万吨以上，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进
入“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
缓解“菜贱伤农”“丰产不
丰收”等问题，提高农民抵
御市场价格风险能力，增
强产业链稳定性，一些地
方开始探索蔬菜目标价格
保险，为农民收入加上“安
全锁”。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
孙集镇小张家村蒜薹种植
户李世洪就是受益者之
一。2018 年，山东省首次
将蒜薹纳入特色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理赔范畴，一
场在蒜薹生长期的强降
雨，让李世洪受到了不小
的损失。“幸亏有了蒜薹目
标价格保险，我4月投保，
6月保险公司就进行了赔
偿。”共计7.8 万余元的赔
付款，给了李世洪继续种
植的信心。

“菜篮子”不大，装着
民意；“菜盘子”虽小，盛着
民心。十年来，我国“菜篮
子”经历了数次大考，依然
牢牢守护住了百姓的餐
桌。进入新时代，随着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建设，
农民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市
场，而居民即便“宅”在家
里，也能通过丰富多样的

“菜篮子”，收获满满的幸
福感。

来源：农民日报

今年4月24日，北京市朝
阳区发布了连续3日开展核酸
检测的通知。一时间，居民开始
大包小包地往家“运菜”。不过，
北京市民担心的“买菜难”不仅
没有出现，菜价反而比平时还
要便宜了。

销量大了，为什么菜价却
降下来了？这要归功于“菜篮
子”产品应急调控机制的不断
健全和完善。针对市民旺盛需
求，北京市立即启动“菜篮子”
产品应急调控预案，保障外地
农产品顺利进京，大型连锁超
市、生鲜电商平台等重点保供
企业按照日常消费3倍以上备
货，部分需求量大的重点区域
甚至提升至 5倍甚至 10倍。3
天后，北京居民“菜篮子”的“风
向标”——新发地批发市场的
蔬菜上市量一路攀升，直接打
破了建场34年来同期最高纪
录，给居民的“吃菜自由”提供
了足够的底气。

除了产地调运“给力”，保
障物流环节的通畅同样功不可
没。事实上，十年来，随着我国
蔬菜生产流通格局的改变，夏
秋“北菜南运”、冬春“南菜北

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物流运
输成了“菜篮子”保供不可回避
的话题。

“4月-8月主要是山东、河
北南部的甜瓜，8月-10月以河
北廊坊为主，10月辽宁甜瓜登
场，12月中旬到来年2月中旬
靠 海 南 、云 南 等 地 填 补 空
缺。”北京新发地市场“甜瓜大
王”吴晓峰说，一年四季各地产
甜瓜循环往复、依次上市，有效
保障了市场全年甜瓜供应不断
档。

像吴晓峰一样在全国布局
供应基地的批发商不在少数。
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
推进和全国鲜活农产品“绿色
通道”的不断完善，我国蔬菜生
产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国
内蔬菜供给呈现“大菜园、大市
场、大流通”的格局，鲜活农产
品实现跨区域调配、跨季节销
售，各类蔬菜基本都能实现全
年供给。

“疫情形势紧张的那段时
间，真担心地里的菜运不出！但
我很快就拿到了通行证，可解
决了大难题。”今年6月25日，
河北省邯郸市的货运司机王帅

飞拿到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
通行证”。

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确保鲜活农产品运行
通畅，今年6月1日，农业农村
部会同“菜篮子”食品管理部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制定了《统
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菜篮
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指南》。
蔬菜、水果、肉蛋奶等“菜篮子”
产品纳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范围，大大提高了流
通效率。

托稳百姓“菜篮子”，既需
畅通交通“大动脉”，也要保证
疏通城市内的物流“毛细血
管”。

近年来，各地积极构建现
代流通体系，科学规划农产品
批发市场和零售网点，加强设
施建设。生鲜宅配、电商直销
等新流通业态如雨后春笋快速
成长，平价菜店、蔬菜社区直
通车开到了居民家门口，与农
贸市场、生鲜店、社区超市、
电商前置仓等贴近消费端的仓
储资源一道，共同织密“菜篮
子”产品联保联供的基础网
络。

流通效率不断提升
生鲜果蔬全年不断档

“菜篮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供给质量不断提升

强化供应链稳定性
拎稳居民“菜篮子”压实责任

畅通堵点

提升收益

小小“菜篮子”拎起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