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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粮食浪费成为公众关注热点。不

过，相比“舌尖上的浪费”，我国粮食从生产到

加工链条上的损失却鲜为人知，但同样触目惊

心。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粮食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等环节，每

年损失量达 700亿斤。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浪费等于建设无形良

田，是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通过全面实施粮安工程（粮食收储、供应

安全保障工程）、产后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广

粮食产后减损技术应用，粮食仓储环节损失明

显降低，但我国粮食产后损失依然严重，减损

任务艰巨。粮食收获、农户储粮、粮油加工和

消费等环节损失较为集中，其中个别环节损失

率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

技司司长王宏说。

“有关研究表明，产后损失中收获环节

的损失仅次于消费环节。”中国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武拉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武拉平团队在全国 28 个省（市、区）对近

5000个农户的粮食收获环节损失进行的专项调

查显示，小麦的人工收获损失率为 5.87%，高于

分段半机械化收获损失率（5.39%）和联合机械

化收获的损失率（4.28%），水稻的人工收获损失

率（2.84%）略低于分段半机械化收获的损失率

（3.28%）和联合机械化收获的损失率（3.84%）。

这些损失的粮食，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可以

避免的。

“根据《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

的指导意见，水稻全喂入联合收割机损失率应

小于或等于 3%、半喂入联合收割机损失率应

小于或等于 2.5%；小麦联合收割机损失率应小

于或等于 2%（黄淮海地区小于等于 3%）。目前

水稻和小麦的机械化收获环节损失率均超过

3%。此外，大部分种植户现在不进行粮食的捡

拾，我们的调查显示，仅有 30.45%的农户进行

捡拾。”武拉平说。

粮食收获环节损失仅次于消费环节

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链条，包括农户收

获、储存、粮食收购、储运、加工、消费等环节，

因此仅仅依靠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收获

损失还不够。那么，其他各个环节该如何发

力才能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呢？

“在农户储粮环节，建设农户科学储粮仓

以减少农户储粮损失；在粮食收购环节，建设

产后服务体系提档升级；在粮食储运环节，开

发推广安全储粮技术；在粮食加工环节，积极

推广适度加工技术以减少损失；在粮食消费环

节，强化节粮减损宣传，营造爱粮节粮的氛

围。”王宏说。

他建议，从 3个方面加强完善节粮减损。

第一，完善政策措施。将节粮减损纳入

拟议中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强化监督，采

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大力推动建立

政府主导、需求牵引、全民参与、社会协调推

进的体系机制。积极探索制定粮食产后减

损工作指导意见，统筹各类相关主体，建立

科技特派员支持基层的模式，从技术研发应

用、宣传教育、标准规划、管理机制、投资引

导等方面，指导粮食收获、仓储、运输、加工、

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减损工作。构建粮食产

后损失评估监控体系、节粮减损宣传教育体

系、技术研发体系和成果推广体系，培养专

业化的粮食减损技术创新研发队伍，加强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

第二，提高设施水平。促进谷物收获机械

提升技术和性能，做好农机配套服务。支持粮

食产后服务中心提升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做好农户科学储粮。加强仓储物流体系建设，

在重点物流节点建设高水平中转仓容，实施老

旧粮仓改造升级。

第三，强化技术攻关。研发新型谷物收获

机械，开发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推进优质粮食

工程。继续开发节粮减损新技术，提高成品粮

出品率、加工转化率和副产物利用率，服务粮

食“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开展粮油口感、精

度和营养品质、健康食品基础研究，进一步完

善粮油加工业技术标准体系。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需从全链条着手

在收获时节，如何降低收获损失？社会化

农机服务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全国冬小

麦机收率达 97%，但受土地规模狭小的影响，

大型高效率收获机械的普及还不够，中小型

收获机械的损失率相对较大。水稻和玉米的

机收率近年来不断提升，2019 年，玉米、水稻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突破 80%，基本实

现了机械化。

“但联合收获所需的联合收割机对于大部

分农户来说，单独购置、维护的成本相对较高，

且农户作业技术水平也相对不高，因此购买专

业的社会化服务成为降低成本、提高收获效率

和作业质量的有效方式。”武拉平说。

近年来《农业部关于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有力

地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降低

收获损失，武拉平建议，首先降低土地细碎程

度，适度扩大种植规模。种植规模越大，越有

利于联合收割机展开作业，提高使用效率，降

低收获损失率。

“其次，推进农机转型升级，促进农机农艺

融合，积极推进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和机械装

备集成配套，加快联合机械化研发，提高农机

装备智能化水平；另外，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

高农机服务水平。从粮食主产省开始，对农机

服务组织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农机驾驶员进行

定期培训，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培

训，比如对其进行水稻收获中割台高低、小麦

收割中收割机风门大小等的培训。”武拉平说。

同时，他建议要完善制定社会服务的契约

内容，推动将田间收获的最高损失纳入服务样

本合同条款，增强农机服务供应商爱粮节粮意

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可降低收获损失

识，降低收获环节的损失。

“建议以村为单位组织一定劳动力进行

粮食捡拾。粮食的损失也意味着耕地、水资

源的浪费，地方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补贴或支

持措施，鼓励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

地），以村集体或合作社为主体组织相关劳动

力进行粮食捡拾，尽可能减少粮食损失。”武

拉平说。

本报记者 刘 垠

“三评”改革典型案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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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开通运营线路铁路隧道 967座，

总长 1710公里；公路隧道增加 1329座，总长 1731公里。铁路与公路隧道

总长 3.7万公里。

根据近年来国际隧协与地下空间协会（ITA）统计，中国在建隧道规

模达世界在建隧道规模的 50%左右，我国已是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

大、发展速度最快的隧道大国。

穿江越海超大断面盾构隧道建造技术是目前国际隧道工程的难点之

一，也是一个国家隧道修建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相关隧道

建设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在隧道建设理论和技术方面还存在哪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

近十年我国穿江越海技术取得长足进步

隧道及地下工程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理事长唐忠总结，在隧

道建设技术上，我国高速铁路隧道技术体系已基本形成，穿江越海水

下隧道建造技术、艰险山区复杂地质条件长大隧道建造技术、大断面

软弱围岩隧道建造技术取得很大进展；城市大跨浅埋隧道建设，隧道

掘进机研发与制造得到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隧道建设技术达到了

新的发展水平。

“我国是隧道大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建成了近 4 万公里的交通

隧道。”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协会主席严金秀也认为，在盾构隧道修建技

术方面，我国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在穿江越海

超大断面盾构隧道修建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我国在盾构隧

道修建和盾构设备制造方面，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而且在技术上也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汕头海湾隧道的成功建设，填补了国产盾构水下大断面隧道极端工

况的施工空白，表明我国的大盾构隧道建造技术和装备制造技术取得了

重要突破。”中国中铁隧道局总工程师洪开荣认为，我国已进行的 160 余

次水下隧道施工，推动我国隧道科技迈向穿江越海的新阶段。

在建设理论和技术方面仍有问题待解

洪开荣透露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20 年来，我国建设的河流隧道达

127座，使用最多的是盾构法。之前隧道长度普遍在 3到 5公里，3公里的

隧道占 56%，大于 5 公里的隧道占 19%，目前穿江越海隧道小于 6 米的仅

有 1%左右。这几年，不仅隧道的长度越来越长，盾构直径也越来越大，随

着跨越水域的不同，未来隧道埋深也将越来越深。此外，隧道的功能性也

会越来越多。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唐忠也提到，我国在隧道建设理论和技术方面还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建设节能型、环保型的隧道与地下

工程；如何综合系统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如何规范全国的地下空间规

划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尽快研究解决”。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秘书长李明安也指出，部分隧道建造设备的关

键部件还需要引进，隧道与地下工程科技和管理人才数量仍不能满足

建设需求，建设安全问题还比较严重，隧道与地下工程风险管理能力还

有待提高，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还处在

追赶的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表示，特大盾构工程是一个新生事物，一方面

要热情对待，另一方面要正确理性地看待其带来的风险。“一定要对特大

盾构加强超前预报措施，减少风险，不要相信盾构是万能的，要用其他的

辅助措施来减轻盾构的负担，使得盾构工程顺利推进。”

穿江越海！

我国在这个领域国际领先

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前，科研项目需求来源单

一，项目申报单位仅限于天津市内注册的各类科

研机构，且申报材料需要集中报送。与此同时，

会议评审专家也不公开，执行过程检查频繁，重

立项轻绩效。

2018年 6月，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深化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就对

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完

善项目指南编制和发布机制、保证项目评审公开

公平公正、完善评审专家选取使用、提高项目评

审质量和效率、严格项目成果评价验收、加强国

家科技计划绩效评估等。

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天津市科技局全面贯

彻落实“三评”改革精神，采取具体举措，在新一

代人工智能科技重大专项中，率先创新全链条管

理，探索推行“需求众筹+全面揭榜+科学评审+

里程碑管理+绩效评价”的“五重接力棒”，打出

了项目评审改革的组合拳：

一是指南编制突出“需求众筹”，充分吸收

企业、协会、学会、创新战略联盟和社会公众等

各方意见，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借助大数据对指

南开展全面分析，打破过去单一项目需求来源

的惯例。

二是项目申报突出“全面揭榜”，率先面向全

国开放申报，加快重大科技成果在天津市转移转

化，打破过去仅限市内科研机构申报的惯例。同

时，加快优化科技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项目

申报无纸化全流程网上办理、“一表多用”，让数

据多跑路、科研人员少跑腿。

三是项目立项突出“科学评审”，邀请外省市

专家参与会议评审工作，并提前向社会公开专家

名单，打破过去会议评审专家不公开的惯例。

四是项目执行突出“里程碑管理”，全面精

简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各类评估、检查、抽查、审

计等活动，积极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研究方

法和技术方案决策权，打破过去过程管理频频

检查的惯例。

五是资金支持突出“绩效评价”，首次明确提

出“以绩效论英雄”的资金支持模式，打破过去前

补助项目“一立定终身”的惯例。

项目评审管理“五重接力棒”的探索，释放了

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和活力，让参与

天津市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重大专项的科研人

员受益匪浅。

不仅如此，这一创新举措也充分调动了相关

省市科技力量，集中攻克制约天津市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从“最多跑一次”转变为“一

次都不跑”。同时，也有助于加快建立适应创新

驱动发展要求、符合创新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

形成科技资源配置更优、创新创业干劲更足、科

技创新和供给能力更强、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更大的新格局。

天津市科技局探索项目评审“五重接力棒”

近日，一场特别的工地安全教育活动在中建二局上海大悦城二期工
地举行，一批新入职的建筑工人在工地现场设置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体验
安全带高空悬吊、松动墙体倾覆和安全帽撞击实验，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
了解工地事故，提高安全意识。

图为工人在安全教育课上佩戴VR眼镜观看安全教育案例。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用虚拟现实技术给工人上堂安全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陈 瑜

据粮食部门统计，由于农户储存设施简

陋、烘干能力不足、缺少技术指导等原因导致

的粮食损失达 8%左右。媒体调查发现，粮食

收获后，一些农民往往先在自家庭院、农田地

头搞“地趴”式储粮三四个月，等到价格合适再

出售。这种储藏方式容易导致粮食生霉、腐烂

以及遭遇鼠害，造成大量损失。除了农户，部

分中小型粮食收购企业、粮食经纪人的储粮设

施也很简陋，造成严重的粮食损失。

为此，湖南省岳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许

岳文等建议，各地科技、粮食等部门要加强宣

传与技术辅导，提高农民安全储粮意识，引导

农民安全储粮，给农户传授科学、先进、合理的

家庭储粮技术。

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建议继续加大科学储

粮仓推广力度，中央、省级财政多提供匹配资

金，尽量减少农民购买成本，并通过粮食部门

定向监督，确保“专仓专用”。

黑龙江中良仓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

人柳芳久建议，要根据不同区域、各类粮食具

体情况，尽快研发出简便安全、适应农户需要

的储粮技术和粮仓，仓型大小应以当地户均

粮食产量为依据，避免出现粮仓大小不适用

问题。

8%的粮食在储藏环节损失掉

近年来，通过全

面实施粮安工程、产

后服务体系建设，积

极推广粮食产后减损

技术应用，粮食仓储

环节损失明显降低，

但我国粮食产后损失

依然严重，减损任务

艰巨。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