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静娴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近日，
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具体安
排，是首部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规划。”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邓小刚在国新办12月8日举行
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会上介绍，《规划》由农业农村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 32个部门编
制，主要内容包括“十四五”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特征、战略导向、总体要求、主
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政策措施
等。

“十三五”时期，国务院发布了全国
农业现代化规划，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
给能力和农业质量效益等方面都得到稳
步提升，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
效。“‘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重心已
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邓小刚
介绍，把握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规划》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以共同富

裕为目标，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为路径，这是《规划》
的3个突出特点。

《规划》提出，到 2025年，农业基础
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梯次推进有
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力争到 2035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
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明确聚焦 7个方面重点任务，即“三

个提升、三个建设、一个衔接”。聚焦“三
个提升”，推进农业现代化，包括提升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提升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聚焦“三个建设”，推进农
村现代化，包括建设宜居宜业乡村、建设
绿色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和谐乡村；聚焦

“一个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规划》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
任务。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
司司长曾衍德表示，近年来我国粮食生

产连年丰收，粮食安全总体有保障，但也
要看到，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粮食需求还
将持续增长。《规划》的这一安排顺应了
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趋势，强调要
抓好耕地和种子，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
粮和农民务农种粮“两个积极性”，以及
推进经营服务和农业机具创制“两个创
新”。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走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村经济司司长吴晓介绍，《规划》将县域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以保
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优先方向，强化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
公共资源县域统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在具体安排上，主要包括加
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县域内城
乡融合发展以及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
等。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蓝
图已经绘就。邓小刚表示，农业农村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规划》实施协调
推进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强化《规划》衔
接，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按时保质
完成。

新一轮农业农村现代化蓝图已绘就新一轮农业农村现代化蓝图已绘就
《“《“十四五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通过通过

□刘瑾

今年以来，受生产成本推动等多种
因素影响，全球化肥价格明显上涨，已达
近 10 年新高。当前国内化肥价格如
何？价格上涨会否对农民种粮积极性产
生影响？明年春耕化肥生产供应能否得
到有效保障？

价格创新高
化肥价格涨了多少？

在农资行业做了快30年的王正武，
是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湖南新三湘农资公
司益阳南县新三湘农资公司的总经理。
他告诉记者，除了2008年有过一次肥料
价格高峰，大多数年份肥料价格都比较
稳定。

“可是今年价格涨得比较多。”王正
武算了一笔账，按照最近肥料的价格，种
植一亩地要增加50元左右的成本。

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朱联告诉记者，我国化肥供应整体
处于“氮磷产能相对过剩，钾肥部分依赖
进口”的局面，总体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
一定差异。化肥价格从年初开始一直在
涨，去年下半年，尿素的价格是 1800元/
吨，今年最高涨到3144元/吨，创下近10
年新高。

2021年化肥市场涨幅较大，中国农
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发布的中国化肥批
发价格综合指数（CFCI）也能印证。12
月 6 日，CFCI 为 3039.70 点，环比上涨
22.22点，涨幅为0.74%；同比上涨994.88
点，涨幅为48.65%。

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上涨？朱联
分析，主要是多因素叠加影响。一方面，
原材料涨价明显，煤炭、天然气、硫磺等
化肥原料价格涨幅较大，同时，国际上的
氮磷钾肥均出现了大幅上涨，而且涨幅
高于国内，拉动了我国化肥出口明显增
加。另一方面，社会库存处于低位。春
耕期间企业销售化肥积极性高，春耕结
束后化肥价格高位运行，库存都消耗了，
导致化肥库存水平低于往年。

不过，化肥涨价，化肥生产企业整体
开工率却偏低。专家表示，这主要是受
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化肥价格波动明
显、市场风险加大等因素的影响。

调控效果显现
化肥价格明显上行，对保护农民种

粮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不利
影响。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发现，县里原
来种植面积达二十几万亩的油菜和生
菜，由于化肥价格较高，种植面积减少三
分之一。”王正武感叹，因为成本上涨，但
利润不大，还有些农户减少了用肥量，放
弃复合肥等高端肥料，只用单质肥料。

为保障国内化肥供应稳定、价格合
理，相关部门多次出台相关调控政策。

今年 7月份，国家发改委约谈重点
化肥企业，参会企业表示将全力组织好
生产经营，保障国内化肥市场供应。

海关总署公告称，10月中旬开始，
对 29 类涉及出口的化肥增设法定商
检。由此，我国加强了出口化肥的质量
管理要求，也进一步缓解了国内市场供
应短缺的状况。

10月19日开始，国家发改委连续对
煤炭等化肥原材料行业出台调控监管措
施。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开启公开竞
拍，投放第一批国家储备钾肥。

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工业和信息
化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国铁集
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化肥生产协调保
障工作专班稳定今后一段时期化肥供应

的通知》，部署地方建立化肥生产协调保
障工作专班，按照“一企一策”原则，主动
帮助重点化肥生产企业，协调解决影响
提高生产开工水平的困难和问题。据了
解，通知涉及的重点化肥生产企业范围
涵盖尿素、磷铵各70%左右的产能，钾肥
90%左右的产能。

在抓好生产供应的同时，为及时畅
通农资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139家秋季农资保
供重点农资企业名单，全系统3700多家
农资企业和40多万个基层网点，可提供
就近购买、配送上门、技术指导等服务。

在多项调控监管措施的干预下，近
期化肥出口减少，国内市场尿素价格出
现快速回落。11月29日，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农资与棉麻局、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农资快报显
示，尿素价格继续小幅下跌，磷铵价格弱
势走低，国内氯化钾价格总体持稳，复合
肥价格小幅下滑。

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地区尿素零售
价格继续下跌。其中，浙江、河北、内蒙
古、广东、陕西、河南、湖南、辽宁、安徽、

黑龙江、江苏、云南、湖北、上海、重庆、吉
林、广西、福建、山西、新疆等 20省区市
尿素零售价格周环比下跌 14.32 元至
187.5元/吨，北京、江西 2省市价格周环
比上涨 100元至 150元/吨，其余地区价
格持稳。

保供加快进行
当前，农资价格开始出现回落，冬储

备肥逐步开始。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11月下旬全国尿素日产量15.02
万吨，尿素企业平均开工率为 68.65%，
较前周上涨 6.04个百分点，市场供应增
加。

与此同时，受资金周转和市场预期
不明朗影响，加之原料价格震荡运行，导
致下游经销商对冬储备肥存在一定观望
情绪。

“我们的在仓库存相比往年也略有
下降。”王正武透露，公司每年销售 4万
吨左右的化肥，占益阳南县农资销量的
一半以上。目前，已向厂家打了部分冬
储资金款，将结合后市行情走势伺机补
充新货源并及时拉回。

朱联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农资市
场，中农控股全力以赴保障冬种收尾、冬
储工作顺利展开，并提前布局明年春耕
市场。今年前11个月，中国供销集团所
属中农公司累计供应化肥2214万吨，同
比增长 6.75%，特别是在钾肥供应略紧
的情况下，通过中欧班列、中老铁路分别
从乌克兰、老挝等进口钾肥补充国内供
应。

“冬储期间，我们将全力做好各类春
耕肥的建储工作。”朱联透露，钾肥投储
创新通道，携手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做好
国家储备钾肥线上竞拍交易，直接让利
于终端农户，充分维护农民利益，这一举
措将对平抑钾肥及下游复合肥的价格发
挥重要作用。

针对后期化肥市场走势及当前市场
存在的问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
资与棉麻局、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
会建议，要继续做好煤炭、天然气等原材
料保供稳价工作，有力保障尿素、复合肥
生产企业开工率，同时积极做好钾肥大
合同谈判工作，有力保障明年氯化钾供
给。当前，农资价格较高，假冒伪劣商品
可能乘虚而入，建议有关部门联合加大
农资打假工作力度。同时，还建议国家
有关部门指导化肥承储企业积极稳妥开
展冬季收储，有力保障明年春耕化肥市
场供应。

明年春耕化肥有保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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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是膳食中不可或缺的食
物，每天吃牛奶，是较为适宜的补
钙方法。

我国居民牛奶平均消费量较
低，而牛奶是膳食中钙的主要来
源，这成为我国居民钙摄入普遍
不足的原因之一。

我国居民钙摄入严重不足，
牛奶消费量低是主要原因

钙摄入不足是我国居民普遍
存在的营养问题。全国营养与慢
病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每
日平均钙摄入量为 389毫克，远
低于推荐的 800 毫克。总体来
看，大部分人群的钙摄入量低于
平均摄入量，低平均摄入量标志
着缺乏风险。以各种矿物元素缺
乏程度排序，钙缺乏在历次全国
营养调查的结果中，均排在首位，
堪称“营养老大难”。那么，为什
么我国居民钙摄入量会这么低
呢？研究认为，牛奶消费量低是
主要原因。

钙作为地球储量第五的元
素，并不属于稀缺自然资源，动植
物及微生物等各类生命体中也都
含有钙，但绝大部分钙分布在骨
骼、角质和皮壳之中，仅有很小部
分的钙会参与到代谢过程。而人
不能咀嚼、吞咽并消化骨头、皮毛
和皮壳，只能食用食物的可咀嚼
消化部分，营养学上称之为可食
部，可食部中的钙来自那些参与
代谢的钙，含量很低。

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第二
版列出的谷薯中的小麦面粉、红
薯、精制大米及马铃薯中钙含量
代表值分别为 28毫克/100克、24
毫克/100 克、8 毫克/100 克、7 毫
克/100克；畜禽肉中的羊、鸡、猪、
牛瘦肉中钙含量代表值分别为
16毫克/100克、13毫克/100克、6
毫克/100克、5毫克/100克；鱼肉、
虾仁中钙含量分别为 81 毫克/
100克和58毫克/100克。这就表
明，大部分食物钙含量都较低，举
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仅从单一
食物中获得充足的钙，每天就要吃
到2.9千克小面面粉、或13.8千克
猪肉、或1.4千克鱼肉。蔬菜和水
果是高含水食物，钙含量更低。有
没有含钙量较高的食物呢？答案
是有，例如芝麻、木耳及干制海藻、
菌菇等食物，如芝麻钙含量达到
620—780毫克/100克，但这些食物
的日均摄入量、人口覆盖率较低，
尚不能起到整体性增加我国居民
膳食中钙含量的作用。

牛奶价廉物美，是“性价比”
非常高的补钙食品

牛奶钙含量代表值为 107毫
克/100 克，是钙含量较高的食
物。由于牛奶普遍消费、资源有

保障、价廉且易得，成为较适宜的
补钙食品实属必然。膳食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居民牛奶或奶制品
获得的钙，加上其他食物提供的
钙，总体水平可以达到推荐的钙
摄入量。为此，中国营养学会制
定的居民膳食指南中，特别建议
每日摄入300克液态奶或相当的
乳制品。奶及奶制品提供的钙，
约 300多毫克，达到膳食钙总量
的40%以上。

钙缺乏会导致严重健康问
题，改善缺钙需要均衡营养

我们经常会说“多喝牛奶多
长个”，这是因为充足钙摄入可以
完全发挥身高的遗传潜能，而长
期钙摄入不足则会影响到身高。
钙缺乏还会直接影响骨骼和牙齿
健康，严重钙缺乏造成佝偻病和
骨质疏松等疾病，引起身体变形，
如儿童O型和X型腿，老年人的
弯腰驼背以及骨骼和肌肉疼痛。
缺钙还会导致婴幼儿和孕产妇的
惊厥或抽搐，以及俗称抽筋的肌
肉痉挛。轻度的钙缺乏可能不会
表现出典型临床症状，但会影响
到儿童生长发育和成年人骨密
度。

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有着
复杂的调控机制。膳食中的钙可
能被植物性食物中的一些物质如
植酸和多酚等络合，形成不溶性
的钙，身体无法吸收利用。身体
中缺乏维生素D，会造成肠道难
以吸收钙，若身体中还缺乏维生
素K，吸收到体内的钙也难以被
骨骼利用。膳食和机体中其他营
养素的水平如蛋白质、乳糖、镁、
磷等也影响着钙的吸收和利用。
钙的代谢过程，受到遗传、环境和
生理状况的影响，单纯补充钙，经
常达不到期望的效果。这也是牛
奶补钙的另一个巨大优势，牛奶
的营养素构成较为符合人群营养
需求，牛奶补充的钙，具有适宜的
钙磷比，牛奶中具有促进钙吸收
的肽，牛奶还是优质蛋白质、脂溶
性维生素等必需营养素的重要食
物来源。通过牛奶补充钙，实际
上是综合改善了低奶消费人群的
总体膳食营养水平。

提高居民奶及奶制品摄入量
对我国居民健康十分重要。《中国
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中明确将
奶类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品。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多吃
蔬果、奶类、大豆”。《中国居民平
衡膳食餐盘》建议“每天一杯奶，
选择多种乳制品，达到 300克鲜
奶量（每餐100—120克）。”

每天一杯奶，今天你喝奶了
吗？

（作者系中国疾控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研究员）

蒙牛带你
健康饮奶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十四五”
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
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
村、联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本
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
调节农产品跨季节供需、支撑冷链产品

跨区域流通的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显
著增强。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依托农产品优
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和主销区，布局建设
100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发
展质量显著提高。精细化、多元化、品质

化冷链物流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一
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龙头企
业。冷链物流温度达标率全面提高，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冷库设施温度达标
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肉类、果蔬、水产
品产地低温处理率分别达到85%、30%、
85%，农产品产后损失和食品流通浪费

显著减少。
其中，在现代冷链物流体系总体

布局上，规划提出，打造“321”冷链物
流运行体系，构建冷链物流骨干通道，
健全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完善冷链物
流监管体系，强化冷链物流支撑体
系。推动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专业化

发展、规模化经营和数字化转型，着力
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

在夯实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基础
上，将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布局，构建
产地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创新产地冷链
物流组织模式。在提高冷链运输服务质

量上，将强化冷链运输一体化运作，推动
冷链运输设施设备升级，发展冷链多式
联运。在完善销地冷链物流网络上，将
加快城市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健全销地
冷链分拨配送体系，创新面向消费的冷
链物流模式。

（据《经济参考报》）

国办印发国办印发《“《“十四五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牛奶是较为适宜的补钙食品
□霍军生

2021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3%。其中，城市上涨2.4%，农
村上涨2.2%；食品价格上涨1.6%，非食品
价格上涨2.5%；消费品价格上涨2.9%，服
务价格上涨1.5%。1—11月平均，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11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
中，城市上涨0.3%，农村上涨0.6%；食品
价格上涨2.4%，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
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下降0.3%。

一、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
情况

11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1.7%，影响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约 0.49 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
价格上涨 30.6%，影响 CPI 上涨约 0.60
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上涨 17.6%，影响
CPI 上涨约 0.10 个百分点；水产品价
格上涨 8.5%，影响 CPI 上涨约 0.15 个
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4.1%，影响 CPI
上涨约 0.07 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
1.5%，影响 CPI上涨约 0.03个百分点；
畜肉类价格下降 19.7%，影响 CPI下降
约 0.81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32.7%，影响 CPI 下降约 0.68 个百分
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

其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价
格分别上涨 7.6%、3.0%和 1.7%，医疗保
健、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
涨 0.6%、0.5%和 0.5%；其他用品及服务
价格下降0.6%。

二、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
情况

11 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上
涨 1.6%，影响 CPI 上涨约 0.44 个百分
点。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6.8%，影响
CPI上涨约 0.16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
上涨 5.2%，影响 CPI 上涨约 0.16 个百
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12.2%，影响

CPI上涨约 0.15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
涨 4.3%，影响 CPI 上涨约 0.08 个百分
点;蛋类价格上涨 3.0%，影响 CPI 上涨
约 0.02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 0.7%，
影响CPI上涨约 0.01个百分点；水产品
价格下降 1.7%，影响 CPI 下降约 0.03
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两涨两平三
降。其中，衣着、交通通信价格均上涨
0.3%；居住、医疗保健价格均持平；教育
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生活用品
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 0.5%、0.5%和
0.4%。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11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