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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5 日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
干意见》今天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

“三农”工作的第十四份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全文约 12000 字，共分 6 个部

分33条，包括：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
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
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
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补
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
础；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
生发展动力。

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
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
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
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
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
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
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文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面临许多重
大考验。必须直面困难和挑战，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勇于承受改革阵痛，尽力降
低改革成本，积极防范改革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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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全文见第二、三版）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正式
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连续第十四个聚
焦“三农”的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始终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展现了全党全社
会持之以恒稳农强农惠农的时代强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刻总结了我国
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主
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一主要特
征，要求全年农业农村工作必须顺应新
形势新要求，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增绿，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开创农业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一宏观部署，指
明了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
新的发展理念与工作主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
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和重要内容。经过
多年发展，我国“三农”形势持续向好，为
宏观经济稳中求进奠定了厚实基础，但

同时面临的新老矛盾与困难也更加突
出：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业比较效益
不高、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扶贫脱贫
任务艰巨、农业竞争力不强、资源环境压
力大等等，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加
快转型升级的历史阶段，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难得机
遇。农业连年丰收，粮棉油等重要农产
品供给充足，为改革打下了物质基础；消
费结构升级，多样化、品牌化需求潜力正
在释放，为改革提供了引导动力；国际国
内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深入
实施，为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农业发
展的内在要求，形势逼人，更是当前农业
发展的紧迫任务，时不我待。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需要把握正确方向与原则。当前，要
以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作为主
攻方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
地在现有生产水平上作“量”的增减，而是
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全方位
着手；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核心目标，
牢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农民问题
的核心是增收，补齐农村短板、推进脱贫
攻坚还任重道远；要把改革作为根本途
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变
革，总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导向，不能简
单地靠行政命令来推动；要以创新思维为
重要动力，一些过去习惯的甚至行之有效
的办法与手段现在可能不灵了、失效了，
必须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来研判当前形势与未来走势。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必须抓住重点、精准发力，尤其要坚
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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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底
线”。现在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以
前抓粮抓错了，可以不要产量了，要知道
没有粮食持续丰收，结构性改革将无从
谈起。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问题主要是
结构性问题，调整的关键是要调减玉米
等供过于求的粮食品种，优化棉油糖、肉
蛋奶等品种品质和区域布局，要防止一
减都减，甚至损害粮食生产能力。在粮
食问题上宁可把保险打高点，也不能操
之过急，用力过猛。

重农固本，安民之基。紧紧围绕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
线，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改革的最终目
标是为了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
民。只要我们坚定方向、锐意进取，攻坚
克难、久久为功，就一定能不断开创农业
现代化新局面，以崭新面貌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2 月 4 日上午 9 点，位于贵州省龙里
县龙山镇比孟村的电子商务便民综合服
务站（农村淘宝店）刚一开门，就挤进来
了几位村民。大家围在店长尹俊的电脑
前，选这选那，小小的店里充满了欢声
笑语。

“在农村淘宝上买东西，方便、快捷，
关键是质量好、价格低，省时省力，深受村
民们喜欢。”尹俊告诉记者，当天上午服务
站就完成了 14 笔交易，交易额达 1200
多元。

今年26岁的尹俊，生于比孟村、长于
比孟村，2013 年从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后，曾先后到上海、贵阳等地工作。

2015 年 7 月，龙里县获批成为全国
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一

直关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尹俊放弃了
在贵阳的高薪工作，经过一系列培训后，
终于在 2016 年 3 月在比孟村开起了农村
淘宝店，当起了“店小二”。

“要把事情干好，必须下苦功夫。”尹
俊的店开业后，很多村民对这个新事物半
信半疑，担心买的东西质量不好，上门问
的多，真正下单的很少，局面一时难以
打开。

为让村民了解电商、接纳电商，尹俊
跑遍了全村，贴海报、发传单，挨家挨户做
工作，让更多的乡亲熟悉村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尹俊的不懈坚
持下，如今，村民穿的衣服、用的电器，大
多购自网上，店里的交易额也日渐增长。

电商改变生活。54 岁的村民尹崇菊

对此深有感触。
“去年9月，儿子结婚，装修新房用的

灯饰、婚宴用的酒水都是在村淘买的，质
量好、价格公道，而且送货到家门口，让我
们省了不少心。”尹崇菊告诉记者，她去年
通过电商买了3万多元东西。

如今，尹俊的小店月交易额达到6万
元左右。“不仅自己能有一份可观的收入，
而且还能在家照顾老人，为乡亲们服务。”
尹俊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自己的
工作很有价值”。

“起初回家创业时，父母都不支持，觉
得一个大学生在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却
跑回村里，没有面子。如今，他们看到我
的事业一天天做大，逐渐理解了我，还经
常来店里帮忙。”尹俊说，“春耕即将开始，

我们准备搞一个‘春耕季’活动，让更多村
民买到物美价廉质高的农资产品”。

“农村电子商务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生
活，但也有不少不如意之处。”尹俊告诉记
者，自开业以来，村民购买城市的产品方
便了，但村里的特产还没搭上电商的快
车走向外面的世界。尹俊一直计划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将村里的红粳米等土特产
卖到山外、省外，但受限于包装、品牌等因
素，尹俊的设想至今未能如愿。

“我准备近期到有关部门汇报，争取
他们的支持，做精产品、做响品牌，让咱的
特色农产品走出农村，带动乡亲们增收致
富。”虽然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尹俊对未来
满怀信心。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抓住改革主线 开创农业现代化新局面
本报评论员

村淘店小二 服务众乡亲
本报记者 吴秉泽

2 月 5 日，一列来自哈萨克斯坦装载有 720 吨小麦的
火车驶入中哈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这是哈萨克斯坦小
麦首次从中国过境发往东南亚市场，标志着中哈粮食过
境安全大通道正式打通。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中哈粮食过境安全大通道正式打通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报
道：对于四川凉山州宁南县
玉丰村村民李明元来说，今
年的春节是最幸福的——他
家搬出了大山，住上了新
房，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在四川凉山，像李明元
这样充满幸福感的不是一个
小的群体。2016 年，凉山
州 有 11.38 万 贫 困 群 众 脱
贫，5 万多人通过异地搬迁
为脱贫致富打下坚实基础。

凉山多山，土地贫瘠，
种植普通农作物的收益很
低。要实现脱贫致富，产业
发展是关键。凉山州结合实
际，大力推进以核桃为主的
林业产业、以马铃薯为主的
农牧产业，提高种植收益。

为发展好核桃产业，他
们专门请中国林科院专家实
地考察，并聘请相关专家做
技术顾问。经过几年的努
力，凉山州已新建核桃基地
376.15 万亩，嫁接改造核
桃基地 108.1 万亩，涉及贫
困 村 1640 个 ， 覆 盖 率 达
79%。如今，较早发展核桃
产业的地方已进入收获期。
雅砻江边的盐源县大水田
村，到 2015 年全村核桃树
面积达 1.1 万亩，挂果面积
3000 多亩，全村人均纯收
入 1.63 万元。宁南县茶岭
村除发展核桃外，还发展茶
叶、板栗等林产经济，村民
人均收入达2万余元。

对传统的马铃薯产业，凉山州则推行良种化，并实
行适度规模经营和相对集中连片开发，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马铃薯产业园区。同时，加快建设马铃薯专业批发市
场，培育产地市场，引导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种薯、
专用商品薯生产基地，加强“农超对接”和产销衔接，
着力打造“大凉山马铃薯”“中国绿色食品马铃薯之
都”品牌。

在大凉山深处，许多地方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的
发展条件，“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对于这些区域
的贫困群众，该州把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农民增
收致富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培育专业合作社、组建家庭
农 （牧） 场等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积极引导搬迁群众改
变生产生活方式、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真正让搬迁群
众住上好房子的同时还能过上好日子。像李明元不仅
搬进了新房，在村干部指导下，还养起了蚕，新栽了
1500 多株核桃苗。新房、新活计让李明远对新生活充
满了希望：“等核桃树有收成了，我家的生活肯定会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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