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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党成立以来就一直

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尊重农民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

利。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

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的重中之重，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

历史性成就。

可以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始

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始终牢牢

掌握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深刻

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现实充分表明，“三农”工作本身就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只有坚持从政治高度

看“三农”，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

更好凝聚全党全社会合力促振兴的共识。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

坚。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

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政治优势，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把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

制定党的农村政策的依据，以更有力的举措推

进乡村振兴。

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

象的。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加强

党对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全

面领导，把住农村改革发展方向和重大政策取

向。这意味着，在粮食安全、土地和基本经营制

度等重大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眼前账，更

要算政治账、长远账，强化底线思维，守好“三农”

基础。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是关键。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一方

面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加强基

层党组织对农村各类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另一

方面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要坚持抓

乡促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

党的农村工作的落脚点，是让广大农民群众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围绕这个目标，要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加快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针对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要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多

予少取放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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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屈原镇西陵峡村，脐橙园里鲜花盛开。

（新华社发）

图②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

“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右）和严付昌展示

自家领取的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

（新华社发）

图③ 在山东省枣庄市野岗埠村，工

作人员使用植保无人机在麦田里喷洒除

草剂。

（新华社发）

从脏乱差到美丽乡村，从靠天吃

饭到产业兴旺，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

业……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

千年未有的巨变。特别是“十三五”时

期，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农业

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农”工作

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新阶段。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到 2025 年，农业农村现代

化取得重要进展”。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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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给有保障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解决

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全球 9%的耕

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球近 20%的人

口，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

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的

有效供给，这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也是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十三五”时

期，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把解决好吃饭问题

作为首要职责，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完成 8 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划定 10.88亿亩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粮食产

量再上新台阶，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人

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70公斤以上，远高于

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线。14 亿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肉蛋奶、

果菜茶品种丰富、供应充裕，有效满足了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既是实现‘四

化同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乡村产业振

兴的必然要求。”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

表示，“我们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加强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明显

成效。”

种业被作为“十四五”农业科技攻关及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农

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目

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

过 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 100%

做到了完全自给，玉米、大豆、生猪等种源

立足国内也有保障。

农业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目前，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0%，全国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0%，主要农

作物良种实现全覆盖。全国家庭农场超过

100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 222.5万家，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 89.3 万个，成为引领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有力推动了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超过 75%，农作物、化肥农药施用量连

续4年负增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稳定在 97%以上，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成为

现代农业主旋律。这些数字直观反映了我

国农业发展已进入装备支撑、创新驱动、绿

色引领的新阶段。

农村改革不停步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从建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推进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从打好脱贫攻坚战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在改革的引领

下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2008 年 1 月，四川成都率先在全国启

动以“还权赋能”“保护耕地”为核心的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步就是“确权颁证”，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在确权颁证后，一

部分农民开始大规模流转土地，农业生产

逐步专业化；也有人选择出租土地，获得土

地的租金收益，自己则外出务工或者经商。

山东省枣庄市则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

土地使用权为对象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只要是加入农村土地合作社的农户，都可

以得到《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持证人可

依法使用、经营、流转、转让土地，也可以作

价、折股作为资本进行股份经营、合作经营

或者抵押担保。

成都、枣庄等地的先行先试为各地陆

续探索改革提供了思路和借鉴。2012 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2012 年基本完成

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

颁证，推进包括农户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

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负责人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

改革，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作出了一系列

重大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实施了

一批纵深突破的改革试点，建立了一批成

熟定型的法律制度，有效激发了农村资源

要素活力，增强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据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

长吴宏耀介绍，“十三五”时期，我国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顺利完成，“三权”分置

体系初步确立，《农村土地承包法》完成修

订，党中央也宣布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30年，让农民群众吃上了长效“定

心丸”。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在继续稳步

推进。我国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工作顺利完

成，全国共清查核实农村集体资产 6.5万亿

元，土地资源总面积 65.5 亿亩。有 43.8 万

个村完成了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6亿多人。

乡村建设全面提速

走进黄河岸边的青海省尖扎县德吉

村，只见群山环绕、景色旖旎，藏族风情的

院落错落有致，这里的黄河水清澈透亮，蜿

蜒而过，河边的沙滩、码头、木栈道整洁别

致，颇有点“小江南”的味道。仅仅几年前，

德吉村所在的地方还是大片荒地，通过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建设行动，德吉村

实现了大变身，在 2018 年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放眼全国，如今与德吉村一样的村庄

不胜枚举。曾衍德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村建设全面提速，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乡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乡村

的路通畅了，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

化路；用水方便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3%；卫生条件改善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超过 6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已覆盖全国 90%以上的行政村；通信快捷

了，全国行政村通光纤、通 4G 网络比例均

超过98%。

乡风淳，则乡村兴。推进移风易俗、建

设文明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全国各地农村地区扎实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改进村规民约，宣传孝善美

德，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积极引导群

众摒弃铺张浪费、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陋

习，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保障。

乡村兴，则农民富。农民收入持续较

快增长。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6021元，提前 1年实现比 2010年翻一

番 目 标 。 2020 年 该 数 据 达 17131 元 ，较

2015 年增加 5709 元。同时，农民收入结构

更加优化。农民不仅务农能增收，外出打

工、在乡创业、盘活资源成为增收的新亮

点。从经营收入看，农产品增值空间不断

拓展。从务工收入看，农民工工资水平不

断提高。从财产收入看，农村改革红利持

续释放，带动财产净收入快速增长。从转

移收入看，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强，转

移性收入占比明显提高。

城乡融合发展也迈出了坚实步伐。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建立了

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居民

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全国 95%的县

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认

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重大进展，

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