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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国
有林场改革试点，探索国有林区改革”，创新
林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将为加快林业
发展和生态建设创造新动力。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表示，近年来，
通过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新了林
业体制机制，增强了林业发展活力，极大地
解放和发展了林业生产力。其中，林权抵押
贷款、森林保险等政策都是林业政策的重大
创新，在盘活森林资源资产、解决农村生产

资金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
年，中央财政相继建立了林木良种、造林、森
林抚育、森林保险保费等补贴政策，填补了
林业政策的空白。

但他指出，林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的
问题目前依然突出，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
革还在探索试点之中。有的扶持政策力度
还不够、标准还不高、范围还不大，有的管理
方式已经明显落后，有的技术规程、技术标
准已经严重滞后，有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
格格不入，不能适应林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思维，勇于开
拓，大胆创新，健全林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为
林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国家林业局最近召开的全国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暨林下经济现场会，
强调要从 6 个方面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

一是要进一步落实和稳定农村林地家庭
承包制度。尚未完成确权任务或已经确权尚
未发证的地方，要认真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确权、发证按期实现两个 95%。

二是进一步规范林权流转。要坚持按
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正确指导林权流
转，做到“流不流转是农民的事，转多转少是
市场的事，规不规范是政府的事”，既为投资
者进入林业创造必要的条件，又要保护好农
民的合法权益，坚决防止“一地多转”和“炒
林炒地”行为。

三 是 着 力 推 进 林 业 专 业 合 作 组 织 建
设。使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
大，真正成为现代林业发展的主力军。

四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科学制订林
下经济发展规划，着力探索林业建设项目与
扶持林下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方式，大力培
育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推动林下经济规模
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

五是不断完善各项政策。加大林业投
入力度，扶持林下经济发展、农村林业专业
合作组织建设，切实改善林业融资服务，完
善林权抵押贷款办法，加快推进森林保险工
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革采伐管理
制度。

六 是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要 坚 持 高 位 推
动，层层落实领导责任，完善工作机制。要
形成强大合力，发挥整体效应，努力开创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局面。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确保粮食安全和
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放在重要位置加以强
调，释放出了强烈信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说，对于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吃饭
问题无论何时都是头等大事，要把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
懈地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对重要农
产品品种进行战略平衡，着力强化农产品市
场调控，切实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今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良好
势头。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连续五年稳
定在 10500 亿斤以上，棉油糖、果菜茶、肉蛋
奶等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为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不过，当前主要农产品供给呈现总量
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的特点。随着人口总

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水平
提高、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我国农产品需
求持续刚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面临新挑战。”韩长赋说，农业
生产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阶段，要提高农业
比较效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迫切要求
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制度，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培育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使务农种粮有
效益、不吃亏、得实惠。今后要培养造就一亿
左右的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确保农业发展

“后继有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始终把增加农

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推动农民生
活水平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韩长赋说，中
央提出 2020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 2010 年翻

一番，这意味着未来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需
实际增长 7%左右。农民收入增幅已连续
3 年超过城镇居民。从收入构成看，农民收
入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11 年家庭
经营收入占比已下降到 46.2%，工资性收入
占比上升到 42.5%，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共占比仅为 11.3%。实现农民收入倍
增目标，必须适应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千方
百计拓宽增收渠道，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

谈到具体增收途径时，韩长赋表示要坚
持多措并举。一是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积极引导农产品市场和价格，推动最低收购
价、临时收储价合理提高，延伸农业产业链
条，提高农业效益。二是加快发展农村二、

三产业，引导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实施主食
加工业提升行动，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
休闲农业。三是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
高农民在产业链条中的收益分配比例，实现
龙头企业与农民共舞共富，让广大农民共享
现代化成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四化
同 步 ”。 韩 长 赋 表 示 ， 要 推 进 “ 四 化 同
步”，必须做到“两个加快”，一是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注重农业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使农业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设
施装备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驱动，更多
依靠“四化”良性互动，增强农业市场竞
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加快农业
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
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当前，相对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是实现现代化的短
板。”韩长赋说，坚持“四化同步”，关键是坚
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
放活的方针，充分发挥工业化的支持反哺作
用、信息化的引领提升效应和城镇化的辐射
带动功能，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韩长赋说，从农业部门来讲，要始终坚
持把促进增粮增收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
的核心目标任务，作为农业部门的首要职
责，自觉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谋划工
作、夯实农业基础。

农民增收：千方百计拓渠道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
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用好用足支持水利改革发展的各项政策，落
实气象为农服务和防汛抗旱减灾各项措施，
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努力降低灾害损
失。“这是再次强调了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对
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
王爱国表示。

近年来，中央坚持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不断完善政
策支持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农田水利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为实现粮食生产“九连增”、农民
增收“九连快”提供了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撑。

“但是，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依旧滞后。”
王爱国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灌溉年均缺水
约 300 亿立方米。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
加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对
农业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要实现国家新
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关键在于水，最

根本的出路在于节水。”
王爱国表示，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需要不断完善农田灌排工程体系。尽快
完成《全国灌溉发展总体规划》，平衡水土资
源，科学确定灌溉发展规模、空间布局和发
展模式。加快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大中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和
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继续扩
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范围，加快以现代化
灌排渠系、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和河塘清淤整

治等为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促进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

王爱国表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还要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提高灌溉用水效率。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农 业 节 水 纲 要

（2012-2020 年）》，以东北、西北、黄淮海地
区为重点大力推广普及低压管道输水、喷
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全面实施东
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加快推进西北、黄
淮海规模化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促进现代农
业发展。“十二五”期间，新增节水灌溉工程
面积 1.95 亿亩，力争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面积 1 亿亩。“要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推进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
理，实行科学灌溉。”

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王爱国强
调，要加快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确
保 2013 年底前完成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建设
任务，加大对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抗旱服务
队、水利科技推广队伍、灌溉试验站等专业
化服务队伍的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基层水利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农业再夺丰收、农
民持续增收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和保障。”

林权改革：继续深化靠机制

粮食增产：根本出路在节水粮食增产：根本出路在节水

未来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需实际增长 7%左右，须千方百计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创造条

件增加财产性、转移性收入

林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的问题目前依然突出，国有林场

和国有林区改革还在探索试点之中，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

的思维，健全林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为林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林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的问题目前依然突出，国有林场

和国有林区改革还在探索试点之中，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

的思维，健全林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为林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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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来，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
连快”，农村民生有了大改善。

10年间，中央连续发布了9个以关注“三农”为主题的
一号文件，抓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几个核心
环节，为解决“三农”问题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路径。

这10年，是农业发展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农民得
到实惠最多的10年，“三农”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

农村社会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学生开始接受
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农民看病就医得到基本保
障，农民养老方式正在经历重大转变，农村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得到有效救助。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10 年来，全国新建改
建 290 万公里农村公路；解决 3.96 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
全；首次开展农村危房改造，1020万户从中受益。

“三农”投入逐年扩大。10 年间，中央财政“三农”投
入累计超过 6 万亿元，“三农”投入年均增长 21%，其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从 13.7%提高到 19.2%。 （乔金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农业农村工

作的目标任务是“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

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必须加大创新力度，进

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

体制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

村生产力。经过 30 多年尤其是近 10 年的发展，农业

农村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创新农业生产体

制机制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一方面，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加速外流，

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务工老龄化等日趋明显，

农村面临“谁来种地”的难题。另一方面，农村分工

分业深化，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快速成长，亟待明确其

发展定位和空间。

近年来，国家从农业生产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

到农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领域体制机制不断创

新。如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

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

包耕地准入制度。再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

大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的扶持力度。可以说，当前已到了通过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增强农村

发展活力的新的历史时期。要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同时要着力发展多元

服务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努力为农

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高效的生产经营服务。

创新带来了“三农”发展的活力，但值得注意的

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要尊重农民的自主

经营权，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不能限制或强

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要立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

情，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改革，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的土地权

益。要根据法律规定，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农村工作不能就“农”说“农”，构建新型的工农城

乡关系是进一步激活农村的着力点。未来，要在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指导下，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才能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

广地照耀农村，才能让农村发展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如何确保

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乔金亮

当前已经到了通过创新农业经

营体制，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的新的历史时期

要充分尊重农民自主经营权，最

大限度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权益

“三农”的黄金十年

解读：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

采访：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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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报记者 张 雪

本版编辑 张 伟 董庆森

上图 12 月 22 日，在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镇烟灯

堡村，收购商在对脐橙分级装箱。

近日，三峡库区湖北省秭归县脐橙进入收获期，当

地果农抓紧时机采收脐橙。2012 年，全县脐橙种植面

积达 25万亩，预计总产量 24.5万吨。

王家满摄（新华社发）

下图 12 月 21 日，居民在廊坊市广

阳区金泰小区社区蔬菜店内购买新鲜上

架的蔬菜。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建立由果蔬种

植专业户组成的合作社实现“农社对

接”，让居民享受到比超市便宜 30%的蔬

菜价格，真正让社区居民吃上放心菜。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