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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黑土是地球上珍贵的土壤资源，是指拥有黑色或暗黑色

腐殖质表土层的土壤，是一种性状好、肥力高、适宜农耕的

优质土地。东北地区是世界主要黑土带之一，北起大兴安岭，

南至辽宁南部，西到内蒙古东部的大兴安岭山地边缘，东达

乌苏里江和图们江，行政区域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

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东北典型黑土区土壤类型主要有黑

土、黑钙土、白浆土、草甸土、暗棕壤、棕壤、水稻土等类

型。《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以下

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保护范围为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

积约 2.78亿亩。其中，内蒙古自治区 0.25亿亩，辽宁省 0.28

亿亩，吉林省 0.69亿亩，黑龙江省 1.56亿亩。

一、工作基础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黑土地

保护好、利用好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取

得明显成效，东北四省（区）耕地质量较 5年前提升 0.29等

级。

黑土地保护制度逐步完善。2017年，经国务院同意，原

农业部、发展改革委等 6部门印发了《规划纲要》，明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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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在东北典型黑土区实施 2.5亿亩黑土耕地保护任务。

2020年，经国务院同意，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印发《东北黑

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明确到 2025

年在东北地区适宜区域实施以免耕少耕秸秆覆盖还田为主

要内容的保护性耕作 1.4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十二五”以来东北四省（区）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7987 万亩（其中典型黑土区 8735 万

亩），农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推动耕地质量进一步提升，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水土流失治理初见成效。2016年以来，实施了小流域综

合治理、坡耕地综合整治和东北黑土区侵蚀沟综合治理等水

土保持重点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超过 1.5万平方公里。

土壤改良培肥面积不断扩大。2015年以来，先后实施黑

土地保护利用试点 1050万亩、保护性耕作面积 4606万亩、

深松整地 3.11亿亩次、实施秸秆还田面积 3.8亿亩次。

探索形成了一批有效治理模式。探索工程与生物、农机

与农艺、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形成了以免耕

少耕秸秆覆盖还田为关键技术的防风固土“梨树模式”，以

秸秆粉碎、有机肥混合深翻还田，结合玉米—大豆轮作为关

键技术的深耕培土“龙江模式”，以玉米连作与秸秆一年深

翻两年归行覆盖还田的“中南模式”，以秋季秸秆粉碎翻压还

田、春季有机肥抛撒搅浆平地的水田“三江模式”等 10种黑土

地综合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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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黑土耕地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实施

综合性治理措施的黑土耕地面积占比较低，坡耕地水土流失

仍较重，耕作层变薄和侵蚀沟问题仍然突出，土壤有机质含

量下降趋势仍未扭转，局部酸化、盐渍化问题仍然存在，要

实现《规划纲要》确定的到 2030年实施黑土耕地保护 2.5亿

亩目标，还需要多措并举，持续推进，久久为功。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

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以保障粮食产能、恢复耕地地力，促进黑土耕地资源持

续利用为核心，以治理黑土耕地“薄、瘦、硬”问题为导向，

以保育培肥、提质增肥、固土保肥、改良培肥为主攻方向，

以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侵蚀沟、完善农田基础设施、

培育肥沃耕作层、加强黑土耕地质量监测评价为重点，以优

化耕作制度为基础，坚持统筹工程、农艺措施综合治理，坚

持分类施策、分区治理，坚持统筹政策、协同治理，健全体

制机制，严格督查考核，集中连片、统筹推进，形成黑土地

在利用中保护、以保护促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夯实国

家粮食安全基础，推动东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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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二）工作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用养结合。针对黑土地长期高强度

利用，统筹优化农业结构，推进种养循环、秸秆粪污资源化

利用、合理轮作，推广综合治理技术，促进黑土地在利用中

保护、在保护中利用。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东北黑土地类型、

水热条件、地形地貌、耕作模式等差异，水田、旱地、水浇

地等耕地地类，科学分区分类，实施差异化治理。

——坚持政策协同、综合治理。结合区域内农田建设、

水土保持、水利工程建设等规划，统筹工程与农艺措施，统

一设计方案、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绩效考核，统筹工程建设、

耕地保护、资源养护等不同渠道资金，强化政策协同，实行

综合治理。

——坚持示范引领、技术支撑。以建设黑土地保护工程

标准化示范区为引领，实施集中连片综合治理示范，带动大

面积推广。加强技术支撑，建立由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单位

组成的专家团队，推进治理技术创新，实行包片技术指导。

——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坚持黑土保护的公益性、

基础性、长期性，发挥政府投入引领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带

动社会资本投入，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企业积极

参与，形成黑土地保护建设长效机制。

（三）目标任务。2021—2025年，实施黑土耕地保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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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积 1 亿亩（含标准化示范面积 1800 万亩）。其中，建

设高标准农田 5000万亩、治理侵蚀沟 7000条，实施免耕少

耕秸秆覆盖还田、秸秆综合利用碎混翻压还田等保护性耕作

5 亿亩次（1 亿亩耕地每年全覆盖重叠 1 次）、有机肥深翻

还田 1亿亩。到“十四五”末，黑土地保护区耕地质量明显提

升，旱地耕作层达到 30厘米、水田耕作层达到 20—25厘米，

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 10%以上，有效遏制黑土耕地“变

薄、变瘦、变硬”退化趋势，防治水土流失，基本构建形成持

续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的长效机制。

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2021—2025年）主要措施任务表

（面积单位：万亩）

省（区）

保护耕地总面积 工程措施 农艺措施

其中：

标准化示范

高标准农田

建设

侵蚀沟治理

（条）
保护性耕作 有机肥还田

内蒙古 900 220 450 2660 900 180
辽 宁 1000 110 510 700 1000 200
吉 林 2500 600 1240 1120 2500 500
黑龙江 5600 870 2800 2520 5600 1120
合 计 10000 1800 5000 7000 10000 2000

注：1.标准化示范建设突出退化问题叠加严重的地区，提高建设标准，

实施综合措施，持续支持示范。

2.保护性耕作包括免耕少耕秸秆覆盖还田和秸秆碎混翻压+免耕

还田，两者互为补充，每年全覆盖实施 1亿亩，5年实施 5亿亩次；

有机肥还田与秸秆深翻还田结合每年实施 2000万亩，5年实现 1亿
亩全覆盖。

3.侵蚀沟治理对象是指长度大于 100米的大中型侵蚀沟，结合小

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其他小型侵蚀沟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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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内容

针对黑土耕地出现的“薄、瘦、硬”问题，着重实施土

壤侵蚀治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肥沃耕作层培育等措施。

（一）土壤侵蚀防治。东北黑土区坡度 2°以上的坡耕地

面积占比 28%，以漫坡漫岗长坡耕地为主，汇水面积大，易

形成水蚀。在松嫩平原和大兴安岭东南低山丘陵的农牧交错

带，干旱少雨多风，土壤风蚀严重。

1.治理坡耕地，防治土壤水蚀。建设截水、排水、引水

等设施，拦蓄和疏导地表径流，防止客水进农田。采用改顺

坡垄为横坡垄，改长垄为短垄，等高种植；打地埂、修筑植

物护坎、较长坡面种植物防冲带；坡耕地适宜地区修建梯田，

推行改自然漫流为筑沟导流，固定生态植被等，预防控制水

蚀。

2.建设农田防护体系，防治土壤风蚀。因害设防合理规

划农田防护林体系，与沟、渠、路建设配套防护林带，大力

营造各种水土保持防护林草，实现农田林网化、立体化防护。

结合土壤、水分、积温、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在适宜地区

推广保护性耕作、精量播种，减少土壤扰动，降低土壤裸露，

防治耕地土壤风蚀。

3.治理侵蚀沟，修复和保护耕地。按照小流域为单元治

理的思路，采取截、蓄、导、排等工程和生物措施，形成综

合治理体系。小型侵蚀沟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沟道整形、

暗管铺设、秸秆填沟、表层覆土等综合治理措施，将地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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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导入暗管排水，侵蚀沟修复为耕地。大中型侵蚀沟修建拦

沙坝等控制骨干工程，同时修建沟头防护、谷坊、塘坝等沟

道防护设施，营造沟头、沟岸防护林以及沟底防冲林等水土

保持林，配合沟道削坡、生态袋护坡等措施，构建完整的沟

壑防护体系，以有效控制沟头溯源侵蚀和沟岸扩张。

（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针对黑土地盐碱，渍涝排水

不畅，灌溉设施、路网、电网不配套以及田间道路不适应现

代农机作业要求等问题，加强田间灌排工程建设和田块整治，

优化机耕路、生产路布局，配套输配电设施，改善实施保护

性耕作的基础条件。

1.完善农田灌排体系。针对渍涝导致的土壤黏重和盐渍

化等问题，按照区域化治理，灌溉与排水并重，渍、涝和盐

碱综合治理的要求，以提高灌区输水、配水效率和排灌保证

率为目标，对灌区渠首、骨干输水渠道、排水沟、渠系建筑

物等进行配套完善和更新改造，强化排水骨干工程建设。加

强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的有效衔接配套，完善田间排灌渠系，

形成顺畅高效的灌排体系。

2.加强田块整治。为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促进秸秆还

田、深松深耕等农艺措施实施，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

旱地条田化、水田格田化建设，合理划分和适度归并田块，

确定田块的适宜耕作长度与宽度。平整土地，合理调整田块

地表坡降，提高耕作层厚度。完善灌区田间灌排体系，配套

输配电设施，实现灌溉机井井井通电，大力推广节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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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灌溉设计保证率不低于 80%。

3.开展田间道路建设。为推进宜机化作业，优化耕作制

度，保障黑土地保护农艺措施落地落实，按照农机作业和运

输需要，优化机耕路、生产路布局，推进路网密度、路面宽

度、硬化程度、附属设施等规范化建设，使耕作田块农机通

达率平原地区 100%、丘陵山区 90%以上。

（三）肥沃耕作层培育。上世纪 50 年代大规模开垦以

来，东北典型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

田生态系统，由于长期高强度利用，土壤有机质消耗流失多，

秸秆、畜禽粪肥等有机物补充回归少，导致有机质含量大幅

降低，耕地基础地力下降。加之长期的小马力农机作业，翻

耕深度浅，耕作层厚度低于 20厘米的耕地面积占一半。

1.实施保护性耕作。优化耕作制度，推广应用少耕免耕

秸秆覆盖还田、秸秆碎混翻压还田等不同方式的保护性耕作。

在适宜地区重点推广免耕和少耕秸秆覆盖还田技术类型的

“梨树模式”，增加秸秆覆盖还田比例。其余地区，改春整地

为秋整地，旱地采取在秋季收获后实施秸秆机械粉碎翻压或

碎混还田，推广一年深翻两年（或四年）免耕播种的“一翻两

免（或四免）”的“龙江模式”、“中南模式”；黑土层与障碍层

梯次混合、秸秆与有机肥改良集成的“阿荣旗模式”；水田采

取秋季收获时直接秸秆粉碎翻埋还田，或春季泡田搅浆整地

的“三江模式”。

2.实施有机肥还田。秋季根据当地土壤基础条件和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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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特点，推行深松（深耕）整地，以渐进打破犁底层为原则，

疏松深层土壤。利用大中型动力机械，结合秸秆粉碎还田、

有机肥抛撒，开展深翻整地。在粪肥丰富的地区建设粪污贮

存发酵堆沤设施，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堆沤有机肥并施用。

3.推行种养结合、粮豆轮作。推进种养结合，按照以种

定养、以养促种原则，推进养殖企业、合作社、大户与耕地

经营者合作，促进畜禽粪肥还田，种养结合用地养地。在适

宜地区，以大豆为中轴作物，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维持适

当的迎茬比例解决大豆土传病害，加快建立米豆薯、米豆杂、

米豆经等轮作制度。

通过肥沃耕作层培育，旱地耕作层厚度要达到30厘米，

水田耕作层厚度要达到20—25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当

地自然条件和种植水平的中上等。

（四）黑土耕地质量监测评价。为加强黑土耕地变化规

律的研究和此方案实施效果的监测评价，建立健全黑土区耕

地质量监测评价制度，完善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网

络，合理布设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站点和调查监测点，通

过长期定位监测跟踪黑土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建设黑土耕地

质量数据库。加强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实施效果监测评价，

作为第三方评价的参考。探索运用遥感监测、信息化管理手

段监管黑土耕地质量。

1.按土壤类型设立长期定位监测网。依托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以及相关省份科研教育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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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照土壤类型，建立黑土地保护利用长期监测研究站。

根据黑土区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地形部位、土壤类型、种

植作物等，统筹布设耕地质量监测网点，三江平原区、松嫩

平原区、辽河平原区按每10万亩—15万亩布设1个监测点，

大兴安岭东南麓区、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按每8万亩—10

万亩布设1个监测点，监测黑土耕地质量主要指标。

2.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遥感监测。依托科研机构，探索

将卫星和无人机多光谱、高光谱、地物光谱等遥感与探地雷

达快速检测技术和地面监测技术融合，构建天空地多源数据

监测体系，对耕地质量稳定性指标（地形部位、有效土层厚

度、耕作层质地等）进行测定与分析，对易变性指标（有机

质、全量养分、速效养分、含水量、pH值等）进行动态监测。

探索结合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实现监测指标快速

获取、智能判断、综合评价。

3.开展实施效果评价。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开展

黑土地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效果评价。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验收评价中，对道路通达率、灌排能力、农田林网化程度等

进行评价，对影响耕地质量的土壤有机质、耕作层厚度等指

标进行监测。及时开展项目效果评价，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

在保护黑土地、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上发挥作用。完善黑

土耕地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和评价技术，开展执行期和任务完

成时的数量和质量评价，监测工程实施效果。

四、分区实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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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形地貌、水热条件、种植制度、土壤退化突出问

题等因素，将东北典型黑土区划分为三江平原区、大兴安岭

东南麓区、松嫩平原区、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辽河平原

区等 5个区，提出分区治理重点内容。松嫩平原北部（北纬

45度以北）的中厚黑土区以保育培肥为主；松嫩平原南部（北

纬 45 度以南）、三江平原、辽河平原的浅薄黑土区以培育

增肥为主；大兴安岭东南麓、长白山—辽东丘陵的水土流失

区以固土保肥为主；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西部的障碍土壤区

以改良培肥为主。

（一）三江平原区

区域特点。该区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三江汇

流处的冲积平原。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

降水量 500—650毫米。区域黑土耕地面积 4563万亩，占东

北典型黑土区耕地总面积的 16%，平坦耕地占 88.6%。旱地、

水浇地、水田分别占 47.8%、0.2%、52%，水稻种植面积大。

地势低洼内涝严重，土壤障碍层明显，有机质下降幅度大，

土壤酸化。

重点措施。以改良增肥为主攻方向，以解决低洼内涝、

打破白浆土障碍层、遏制有机质含量下降与土壤酸化等为重

点，改良培育耕作层，完善灌排设施，实施秸秆深翻还田和

以秸秆覆盖条带耕作为主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增厚耕作层，

消除土壤障碍因素，提高耕地肥力。①完善大中型灌区配套，

加强灌排工程建设；规范化改造低洼内涝区排水系统；开展



12

田块整治，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田防护林。②调减水

稻井灌面积，控制地下水开采。③旱地推行秋季秸秆粉碎深

翻还田和秸秆粉碎配合有机肥深翻还田，打破障碍层、治理

土壤酸化等关键技术。④水田推行水稻秸秆粉碎翻、旋、耙

（搅浆）还田技术。⑤重点监测土壤有机质变化情况，秸秆

深翻还田对改良白浆土障碍层次作用。

（二）大兴安岭东南麓区

区域特点。该区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

的东北部，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270—530毫米。

区域黑土耕地面积 2558 万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总面

积的 9%。坡度 2°—6°缓坡耕地占 51%，坡度 6°以上坡耕地

占 10%。旱地、水浇地、水田分别占 80%、16%、4%，主要

种植玉米和大豆。该区域侵蚀沟数量多、水蚀风蚀严重，耕

作层厚度不足 20厘米的占 41%，农田基础设施薄弱。

重点措施。以固土保肥为主攻方向，以治理土壤侵蚀、

增厚耕作层等为重点，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造坡耕地、治

理侵蚀沟，实施保护性耕作，修复侵蚀沟损毁耕地。①坡耕

地改造。适宜地区修建梯田，修建排水沟，改自然漫流为筑

沟导流。种植固定生态植被，修筑地埂植物带。②建设大中

型侵蚀沟控制工程，修复小型侵蚀沟损毁耕地。③完善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农田防护林网，防风固土。④坡耕地改顺坡

垄为横坡垄、改长垄为短垄，等高种植。推行玉米—大豆、

小麦—油菜等轮作制度。实施秸秆粉碎+有机肥深翻、“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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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模式”、深松整地和以秸秆部分覆盖免耕少耕为主的保护性

耕作技术。⑤重点监测保护性耕作对耕作层和钙积层的影响。

（三）松嫩平原区

区域特点。该区为松花江、嫩江冲积平原，位于黑龙江、

吉林两省的中西部，属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

年降水量 400—600 毫米。区域黑土耕地面积 16343 万亩，

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总面积的 59%，是典型黑土集中分布

区。平坦耕地占 76.3%，坡度 2°以上坡耕地占 23.7%。旱地、

水浇地、水田分别占 84.6%、0.4%、15%，主要种植玉米、

大豆和水稻。侵蚀沟数量众多，水蚀风蚀严重，耕作层厚度

不足 20厘米的占 54%，盐碱耕地面积 1000万亩，占典型黑

土区盐碱耕地的 86%。

重点措施。北部以保育培肥为主攻方向、南部以培育增

肥为主攻方向，以培肥土壤、防治水土流失为重点，实施肥

沃耕作层培育，改造坡耕地，治理侵蚀沟，完善田间排水工

程等农田基础设施，实现中厚黑土层保育、浅薄黑土层培肥、

侵蚀沟损毁耕地复垦、内涝盐碱改良。①旱地实行分区保育

培肥措施。北部建立玉米—大豆轮作制度，推行“龙江模式”

秸秆还田。南部、西部建立粮豆、粮经、粮饲等轮作制度，

推行全覆盖、条盖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性耕作。②水田推行水

稻秸秆粉碎翻、旋、耙（搅浆）还田技术。③种养结合区实

施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积造堆沤发酵腐熟后还田。④开展

田块整治，完善田间设施和农田林网，等高修筑地埂，种植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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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篱带。漫川漫岗坡耕地推行等高横坡改垄，改长坡种植

为短坡种植。⑤规范化改造低洼内涝区排水系统，盐碱耕地

排水要达到临界水位以下。水田推广控制灌溉技术。⑥建设

大中型侵蚀沟控制工程，修复小型侵蚀沟损毁耕地。⑦重点

监测土壤耕作层和有机质变化情况。

（四）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

区域特点。该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吉林省和辽宁省

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气候温和湿润，年降水量 600—1000

毫米。区域黑土耕地面积 1968 万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

地总面积的 7%。坡耕地占 68%，其中 2°—6°和 6°以上缓坡

耕地各占一半。旱地、水田分别占 87.3%、12.7%，主要种植

玉米、冬小麦、大豆、高粱等。侵蚀沟分布密集、水蚀严重，

耕作层厚度不足 20厘米的占 59%，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农

田基础设施薄弱。

重点措施。以固土培肥为主攻方向，以治理水土流失为

重点，实施侵蚀沟治理、坡耕地改造，增施有机肥，推行保

护性耕作。①建设大中型侵蚀沟控制工程，修复小型侵蚀沟

损毁耕地。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以及农田林网。②改造坡耕地，

适宜地区修建梯田，修建排水沟，改自然漫流为筑沟导流。

种植固定生态植被，修筑地埂植物带，较长坡面种植植物防

冲带。③缓坡地改顺坡垄为横坡垄，改长垄为短垄，等高种

植。④推行玉米—大豆、粮经（瓜菜、中药材）等轮作制度。

实施秸秆粉碎+有机肥浅旋还田、秸秆覆盖条耕还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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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重点监测水土保持效果和土壤酸碱度。

（五）辽河平原区

区域特点。该区位于辽宁省中北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 500—700 毫米。区域黑土耕地面

积 2431万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总面积的 9%，平坦耕

地占 79.1%。旱地、水浇地、水田分别占 81.9%、2.6%、15.5%，

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和大豆。土壤有机质下降显著，不足 20

克/千克的耕地面积占 70%，土壤板结、粘重，耕作层厚度不

足 20厘米的占 30.9%。

重点措施。以提质增肥为主攻方向，以增加土壤有机质

含量为重点，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推行保护性耕作。

①旱地推行秸秆全量覆盖、部分覆盖免耕少耕，或实施秸秆

粉碎深翻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②水田推行水稻秸秆

粉碎翻、旋、耙（搅浆）还田技术。③种养结合区实施畜禽

粪污无害化处理，积造堆沤发酵腐熟后还田。④建设田间灌

排工程，开展田块整治，配套机耕道路和农田防护林。⑤重

点监测秸秆还田和施用有机肥对土壤有机质变化影响。

五、构建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一）强化政策统筹。以《规划纲要》和此实施方案为

引导，按照“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思路，加强行业内

相关资金整合和行业间相关资金统筹的衔接配合。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平台，统筹实施大中型灌区改造、小流域综合治

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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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田、深松整地、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保护性耕作、东北黑

土地保护利用试点示范等政策，实行综合治理，形成政策合

力。畅通机具鉴定渠道，继续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支持保护性

耕作、精量播种、秸秆还田等相关农用机具。加大有机肥还

田政策支持，有机肥田间贮存和堆沤用地按设施农业用地管

理。鼓励企业发展种养循环农业，促进畜禽粪污资源科学还

田利用。完善落实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确保及时足额理

赔。在黑土区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政策。探索将黑土耕地保护措施、轮作休耕制度落实

情况与耕地地力补贴、轮作休耕补贴等发放挂钩机制。加强

东北四省（区）已出台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二）强化多方协同。加强横向协作，强化农业农村、

发展改革、科技、财政、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

草原、中国科学院等多部门合作。加强纵向协同，构建地方

人民政府为主责，中央地方紧密协同、上下联动工作机制。

强化多主体协力，明确政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

型经营主体、农户等各自责任，建立多元主体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共同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机制。强化示范引领，

开展绿色农田建设示范，以 1800万亩标准化示范区为重点，

多主体协同、多政策协力、多技术合成，建设黑土地农田系

统、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示范区。加强土壤污染防

治和安全利用。

（三）强化规模化示范带动。加大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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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利用专业合作、股份

合作、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形式，引导土地向

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耕地集中连片

生产，为黑土地保护利用创造条件。强化土地经营者用地养

地责任，推进黑土地保护与发展高效农业、品牌农业的有机

结合，提高黑土地保护利用综合效益，调动农民积极主动实

施相关措施。

六、完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将黑土地保护利用纳入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内容。建立东北黑土地保护部际协调及部

省联动工作机制。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有关部门参

加，统筹落实中央政策，每年底向国务院报告黑土地保护工

程实施情况。各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协调落实资金，

相关部门各负责保护工程实施内容任务落实。地方建立政府

负责、部门协同、多方参与、上下联动的落实政策、组织实

施、监管监测、考核评价的共同责任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负

责制定本省（区）年度黑土地保护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任

务清单，分解细化任务资金，督促县级落实年度治理任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年度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编制本县黑

土地保护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并组织实施，落实

治理任务到地块，发挥好乡（镇）村组织动员群众作用。“辅

之以利、辅之以义”结合，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

型经营主体和农民保护利用黑土地积极性，促进用地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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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科技创新。通过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支持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将黑土地保护利用科技

创新内容纳入“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突破黑土地保护和作

物丰产高效协同技术瓶颈。组建土壤、水利、生态保护、农

业等领域专家组成的黑土地保护技术指导专家团队，统筹设

计黑土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林网配套、水利设施、侵蚀治理、

耕作层培育等方案，协同推进耕地质量、数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

大学及东北四省（区）相关科研教育机构，立足黑土区立地

条件及气候特点，研究探索适宜品种、种植制度、田间管理、

农机装备等产品技术装备配套，研发推广一批适用新技术、

新产品、新装备。省级推广部门做好技术推广落地。

（三）加大资金投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质量，

健全管护机制，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因地制宜明确建设标

准。地方可按规定统筹水土保持、大中型灌区改造、高标准

农田建设、秸秆还田、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保护性耕作等资

金向黑土地保护倾斜。省级人民政府可以从土地出让收益中

安排部分资金，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地方可按规定整

合工程建设、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等相关资金推广综合治理

技术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第三方服务机构、农业经营

主体共同投入黑土地保护。

（四）加强监督考核。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压实地

方政府黑土地保护责任。加强对地方各级政府实施方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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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渠道资金整合投入、各年度保护任务落实、各协同机制构

建的督查考核，将相关工作纳入东北四省（区）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和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增加黑土地保

护考核权重，强化责任落实。压实相关部门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侵蚀沟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还田、保护性

耕作、有机肥还田等政策任务落实和完成质量的监管检查责

任，相关监管信息共享。东北四省（区）加大对已出台地方

法规规章执行情况的督查。完善东北黑土区耕地质量监测体

系，健全耕地质量监测网络，跟踪黑土耕地质量变化情况，

及时掌握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

将黑土地保护利用纳入“一张图”管理。对黑土地保护工程

各项任务落实情况，实施在线监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监督

考核年度任务完成情况。适时开展项目绩效中期、期末评估。

（五）加强宣传培训。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宣传和科普

力度，积极通过多种媒体、多渠道宣传农业绿色发展、黑土

地可持续保护利用的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应当落实好《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精神，着力培养耕地质量保护、水土保持、农业工程建

设、农机作业等方面人才，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相关政策及

综合技术培训推广力度，通过媒体宣传黑土地保护措施成效，

推介典型案例，营造全社会关心黑土地、保护黑土地的良好

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