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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针指向 2017 年元旦时，河北的
小麦正分蘖越冬，四川的油菜已现蕾抽
薹，黑龙江大地仍一片静谧，海南的瓜
菜却是五色斑斓。

新的一年，相同的是，农民又将从
种到收地忙碌，消费者的“菜篮子”会
依旧丰富；不同的是，农业农村农民会
有许多新变化——富裕之后，消费者关
心农产品“量”之外“质”将如何；务
农同时，农民关心土地能带来什么，效
益怎么提升，家园建设有啥新动向⋯⋯

这一切，将因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发生变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是今
年“三农”工作的主线，这将进一步开
拓农业进步新途径、打造农村发展新业
态、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新的一年，

“三农”前景可期。

农民获得更多土地权益

“土地是财富之母”。对很多城中
村、城郊村的农民来说，步入 2017 年
后，村里的集体建设用地可能更值钱
了。因为，就在几天前，土地管理法修
改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人们长期关注的农村土地与国有土
地不能同等入市、同价同权的问题将有
望得到解决。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行农地制度
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问题日益显现。以
往更多强调农地的资源属性，对资产属
性关注不够。农民的承包地不能用于抵
押，宅基地用益物权难落实，农地转用
增值收益中农户所获比例过小。基于
此，全国 33 个县市区被授权开展农村土
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
革试点。作为试点成果，农村建设用地
的同价同权问题被提上立法议程。

对农民来说，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
莫过于土地权益的保障。全面深化改革
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
件，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批准开展
农户承包地、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等改革试点。现在，农村改革的“四
梁八柱”已基本建立，改革的红利必将
逐步释放。可以预期，从土地确权到土
地流转，从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到宅基
地制度改革，今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
广度和深度会前所未有。

承包权要稳下去、经营权要活起
来、沉睡的农村土地资产要醒过来。目
前全国已完成承包地确权 8.5 亿亩，占
比约 68%。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
说，今年将加快推进确权登记，增加 6
个省份纳入整省试点，从而将试点省份
扩大到 28 个，确保 2018 年底全国基本
完成。要扩大集体产权股份权能改革试
点，争取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股
权量化和资产管理方面取得经验。

“农村户口含金量更高了，保地权、
稳就业、有社保，一个都不能少”，这是
许多农民的现实感受。伴随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增收和财
产权益有了新渠道和制度保证。按照中
央政策，即使农民进城落户也无须退出

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
分配权，在城镇还可以逐步享受到医疗
保障、子女教育、就业辅导等公共服务。

农业更加绿色高效

淮山可入药，普通山药只能当菜，
在适宜的地方生产适宜的农产品，这既
是人类农耕文明的智慧，也是今天的市
场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印
第安纳州一个开着联合收割机的农民，
没准就会成为我国山东一个种着两亩玉
米地的农民的竞争对手。而走出温饱困
境以后，人们对食物的理解更丰富更多
元，农业生产要跟上需求的变化。可
见，质量效益竞争力正是当今农业发展
之势。

农业因势而变。今年，有关部门将
开展水果、设施蔬菜、茶叶有机肥替代
化肥试点示范，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技

术，鼓励农民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
适应农业信息化、规模化发展需要，支
持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农技服务，
促进公益性机构和经营性组织协同发
展。多元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
型职业农民，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示范培训，全年培训 100万人。

目前，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已有良
好开局。种植业调减非优势区玉米面积
3000 万亩，粮豆轮作和粮改饲试点范围
扩大，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得到
优化。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调整离

“调好调顺调优”还有很大差距，市场供
需不匹配、农牧结合不紧、种养循环不
畅、产业链条不长、区域布局不合理等
问题依然突出。

为调优调好，今年农业部门将继续
调减“镰刀弯”等非优势产区玉米 1000
万亩，累计调减总量将达 4000 万亩；
稳生猪、兴奶业，扩大优质饲草料种植

面积，以奶业 20 强企业为龙头，振兴民
族奶业；推进渔业减量增收和资源养
护，压减高投入高污染的水产养殖规
模，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
捕，逐步减少近海养殖；做大做强优势
特色产业，鼓励各地发展蔬菜、水果、
茶叶等区域特色农产品。

农业调优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支持。
以绿色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在今年将
加快推进。2016 年，中央财政共拨付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 1442 亿元。补
贴资金瞄准加强耕地地力保护，促进适
度规模经营。不久前，财政部、农业部
印发 《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
贴制度改革方案》 提出，到 2020 年基
本建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
策体系。这意味着今年财政支农方式将
迎来更大力度改革，更精准地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

农村迎来更多新业态

农产品加工业转型，休闲农业升
级，农业物联网蓬勃发展，电商下乡生
鲜进城，农民返乡创业创新热潮涌动
⋯⋯“互联网+”农业的神奇之笔配以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飘香之墨，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全面激活市场、
激活要素、激活主体，书写着改造农村
的全新篇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强力渗透到农村全产业链，让人们看到
更精彩更智慧的演绎。

众所周知，江苏宜兴是一个盛产茶
叶和茶壶的地方。而人所不知的是，当
地传统的水产养殖业自从用上“物联
网”，就开启了水产养殖的省心模式，每
年可为全市智能增氧养殖户亩均增收
1000 元左右。目前水产物联网标准化示
范区已达 5 万余亩，今年将示范更便利
的物联网模式。

昔日“东南飞”，如今“凤还巢”。
在很多淘宝镇、淘宝村，农村创业创新
不仅拉回了本村的年轻人，还吸引着周
边农民来发展。农村双创改变着农村空
心化面貌和农民的精神状态。岁末年
初，采访过的很多农民给记者打来电话
感叹，如今的新农村，人们观念转变，
开放包容，家家户户有事干、有钱赚。

在此基础上，各地积极推进农业行
政管理服务网络化，运用大数据、互联
网等平台，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管理效
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农兽药
基础数据平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
直报平台等，使农村的产品、资产、资
源一目了然；农业科技推广“云平台”，
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让更多农户
得到高效便捷、及时精准的农技支持。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今年将加快
推进农村创业创新，以返乡下乡创业创新
为重点，支持乡村旅游和农业电商，加快
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让双创成
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他表示，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农”的一场
深刻变革，必须守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
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
出问题这三条底线。

农业迎来新变化 农村增添新动能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金橘全面上市。目前，融安县金橘种植总面积

12 万亩，产量达 10.5 万吨，产值近 5.1 亿元。图为融安县中国供销·桂北农产品电商

园内，一名工人在分拣金橘。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向 萌 刘 蓉

邮 箱 jjrbms@163.com

农民增收话题始终是三农领域

一个重要话题。刚刚过去的2016年，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引

导下，农民增收继续保持整体向好态

势。不过，与“十二五”期间年均9.6%

的增长水平相比，农民收入增速已出

现放缓，而且继续增收的难度加大。

因此，2017年如何在农民增收上继续

加力加码，推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就

成为三农工作面对的一道现实考题。

从影响农民增收的几大因素来

看 ，一是多数农产品价格出现下

降。对从事种养殖业的农民而言，

农产品价格高一点低一点直接关系

到钱袋子。以去年玉米收购价格为

例，无论大户还是小户，都受到了影

响。二是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放缓。

工资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比越

来越大，工资增长减少，家庭收入自

然降低。三是财产性收入增长不明

显。简单地看，农民最大的财产就

是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现在农

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拉开序幕，

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也走上前台，但

效益显现还需要时日。四是政策性

补贴支持开始调整，以往的普惠式

直接补贴将逐渐改变。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既是农

民增收的难题，也是新的一年需要

破解的难题。如何破解？答案就在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之中。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要有实

实在在的内容，绝不能成为一句口号。以农产品价格为

例，现在很多农产品价格不高，但也有少数农产品供不

应求，价格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许多。这是因为少数农

产品走了一条质量效益提升的路子。而更多农产品是大

路货，同类低档次竞争，自然难以卖出好价格。所以，

必须要从农业供给侧进行改革，改变种植方式，改进种

植手段，市场需要什么就种植什么，且争取进一步实现

以种植引领消费，实现从产品的质量品质到口感安全都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感受。

不过，如果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成就是单

纯调整一下种植品种，今年种地瓜明年种大豆，那就陷

入了简单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虽然是供给侧改革的重

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还需要多方面的协同调整改

变。同样以农产品价格为例，一户农民如果只有三五亩

地，总产量就那么多，农产品价格即使再高，总收入还

是高不到哪里去。这就需要通过土地流转进行适度规模

化经营，进行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创新。但是，如果一

个大户的规模过大，不仅流转土地的困难会加大，风险

也会随之增加。假使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风险，就会

亏本，甚至可能付不出租金，与之相关的所有农户都会

受到影响。这又涉及经营方式问题，因此当然不能只有

一种规模化生产模式。

从这里可以看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具体、很

实在，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既要调整产品结

构、调整产业布局，又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机制；既

涉及改进提高生产力，又涉及改革完善生产关系；既要破

解当前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又要

注重农业长远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头绪很多、涉及很广、

难度很大。

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握正确方

向。这个方向，就是要以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

为主，不能简单地在现有生产水平上作“量”的调整，要把

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核心目标，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切实稳定农民增收这个基本底盘，怎么改还要尊重农

民意愿。尤其是在当前更加复杂的竞争格局中，要时时

刻刻把农民利益放在心上，真正把农民关切当作努力目

标，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不能放松农民增收这个核心目标

瞿长福

“十三五”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处于补齐短板、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提出，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2017年“三农”工作的重心。2017年，围绕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将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深入开展农村

“双创”，进一步开拓农业进步新途径、打造农村发展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