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
全省粮食种植面积8744.2万亩

总产量208.8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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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的土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
行“大包干”。

1979年，华容县推广分组联产
计酬责任制。

1980年，中央提出在农业领域
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湖南推广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

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
一般在15年以上。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 》开始施行 ，通过立
法手段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
在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后，继续延
长30年保持不变。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9次会议决定， 自2006年1月1
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

2014年，中央印发 《关于引导
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大力发
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5年
内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

2016年8月8日， 我省首批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宁远县湾
井镇周家坝村发放。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落
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
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

2017年，湖南省已认定家庭农
场3.35万家 、 农民合作社7.3万
个，建成1415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

农村改革大事记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40年前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农
村，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安徽小岗村农民在“包产到
户”契约书上摁下红手印时，湖南省
华容县悄悄探索分组联产计酬责任
制，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
集体经营的坚冰松动。 当地的万庾
公社、江洲公社又率先实行土地“包
干到户”，拉开了湖南农村改革的大
幕。

一路走来， 三湘农村改革波澜
壮阔。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到市场化浪潮奔涌，再到眼下城
乡融合发展， 湖南始终以处理好农
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 在改革中
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 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步步突破 “禁区”，
华容在全省率先探索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干到户，一包就灵

华容，地处洞庭湖腹地，是冲积
平原，号称“江南粮仓”。当地的万庾
镇以粮仓命名，“庾” 字本意为露天
粮仓，这里曾经建有积谷10万担的
大粮仓，因此号称“万庾”。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万庾”
的农民也吃不饱肚子。80岁的贺淡
清老人回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土
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大家出工不
出力，年人均口粮稻谷加蚕豆，总共
还不到150公斤。

为了饱肚子， 一些地方暗中搞
起“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
的生产责任制， 产量明显提高。
1978年春，华容县委书记文启龙到
万庾公社红旗大队办点， 探索定额
包工生产责任制。 当时担任大队党
支部书记的贺淡清跟随文启龙，一
户户上门做思想工作， 才打消了大
家对“包”的顾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会议结束后，贺淡清参加
县里的学习班， 县领导传达中央精
神“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可以按定
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
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 联系产量计
算劳动报酬。

学习归来，贺淡清就动员大家，
把土地分包到组，实行定工定产、超
产奖励。到1979年底，华容全面推
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粮食产量
明显上升。这一年，江洲公社么台大
队率先把棉花旱地包干到户。

“对比分包到组，农民更爱包干
到户。”直到今天，贺淡清还对当年
的一幕记忆犹新。开会讨论时，有人
大声质问：棉田能包到户，稻田为什
么不能包到户？他竟无言以对。最后
大家举手表决，稻田按水旱、肥瘦分
成四等，搭配均匀后编号，“抓阄”定
丘块，全部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一包就灵。干集体
时，农民中耕除草像“跑马射箭”；
包干到户后， 田间作业样样精细。
1980年华容县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凡是包干到户的地方， 非但没减
产，反而大增产。这一年，中央提出
在农业领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
责任制，包干到户得到政策层面的
肯定。

1981年10月底，省委在华容召
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听取“包干到
户”的经验。来年春天，全省推广以

“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1984年， 中央明确第
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15年以上。

“包干到户，农民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省
农委副主任刘益平称， 这种责任制
形式“利益直接、方法简单”，调动农
民生产积极性立竿见影。

随着“包干到户”的推行，农产
品供给日益充足。1985年， 国家取
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此前其余各类
农产品已实行价格放开。

这一年，程乐根刚参加工作，成
为沅江农业局的一名干部。 眼见农
贸市场多起来，农产品流通便捷，农
民便不再满足于种粮食和棉花，而
是什么来钱种什么。

在程乐根脑海中 ,“苎麻热”印
象深刻。1986年农民种一亩苎麻，
纯收入最高逾3500元，远远高于种
粮收入。仅3年时间，沅江苎麻种植
面积便从不足10万亩扩张到32万
亩，原麻年总产量也从1.5万吨增至
5万多吨。

原麻产量激增，市场价格也像坐
“过山车”， 每吨从1.7万元跌至4000
元以下。1989年， 农民种一亩苎麻要
亏200多元，可谓“麻烦缠身”。

当年下乡，程乐根多次以“苎麻
热”为例，引导农民“既要埋头种地，
又要抬头看市场”。精明的农民开始
琢磨市场，把双季稻改成一季稻，搭
配种西瓜、蔬菜，既轻松又赚钱。

随着农产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
市场转变， 省里提出发展“两高一
优”（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程乐根
天天奔忙在田间地头， 主抓粮油生
产。丰产卖难，就抓优质稻；歉收减
产，就抓杂交稻。他感叹：刚开始时，
大家对市场经济不太适应， 优质稻
推广三起三落。

不仅稻谷，柑橘和生猪也很快出
现“卖难”，凸显农业的市场风险。省政
府引导农民进市场，奖励流通大户。上
世纪90年代初，全省涌现一大批农民
经纪人，把湖南生产的粮食、生猪、柑
橘等贩卖到全国。

弄潮市场话当年，韶山市三旺食
品公司创办人王安山依旧有些激动：
大家看不起“猪贩子”，省领导却为“猪
贩子”戴大红花。

1992年国家出台《农村土地承包
法》，明确在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后，
继续延长30年保持不变，并且“增人
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是第二轮
农村土地承包。

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非常
及时。程乐根说，当年正值“民工潮”兴
起，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让外
出务工的农民吃了“定心丸”，放心流
转土地，种田大户开始崛起。

从2004年起，中央提出“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此后，每年的
中央1号文件都聚焦“三农”，推出了
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举
措：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实施粮
食最低价收购，建设美丽乡村。

受中央1号文件的鼓舞， 益阳市
赫山区农民刘进良全力以赴多种粮。
10多年来，他流转的土地扩大至3000
多亩，购置作业机械50多台（套），获
得财政购机补贴累计逾 100万元 。
2007年，刘进良被评为“全国种粮标
兵”，奖品是一台“东方红”拖拉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持续
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农村土地改
革实行“三权分置”（明晰所有权、
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到户。

5年前，桃江县在全省率先试
点，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开
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农民承包
土地可抵押，贷款10万元至20万
元。当年春天，王德辉等种粮大户
眉头舒展：银行贷款有门，春耕干
劲更足。

2016年8月8日，宁远县湾井
镇周家坝村300多户村民领到了
属于自家承包地的“红本本”，这
是我省首批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被赋予抵押、流转、担
保等权益。

土地确权赋权活权， 田野迸
发新希望。 推进农业现代化，省
委、省政府实施三个“百千万”工
程：实施“百企千社万户”工程，为
新型经营主体“强筋壮骨”；实施
“百片千园万名”工程，为田野浇
灌“科技水”；实施“百城千镇万
村”工程，打造美丽乡村。

随着三个“百千万” 工程落
地，土地流转加快，新型经营主体
加速壮大。至今，全省已认定家庭
农场3.35万家、农民合作社7.3万
个，引领农业规模化经营。

省里重点扶持的“千园”中，
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

脱颖而出，为现代农业树起样板。
初夏时节，记者在这里看到，

虾田、龟塘、菜园连片上万亩；大
棚内智能控温控湿， 龟鳖池塘遥
感检测水质； 加工区内， 华南农
业、 顺祥水产等9家企业产销两
旺。

示范区内的罗文村， 一栋栋
农舍“穿衣戴帽”，一件件涂鸦作
品“爬墙”，文化味十足。村里统一
流转土地，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每
年举办国际涂鸦艺术节,“文化+
生态”引得游客近悦远来。

今年，中央1号文件部署乡村
振兴战略。 省农委调研组总结罗
文村的经验：土地统一流转，农民
变股民、 园区变景区、 产品变商
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罗文村
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
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这既是一颗“定心丸”，也是一粒
“活络丹”。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
流转、抵押、贷款，沉睡的土地变
成了“活资本”；承包期再延长30
年，“活资本”含金量更高。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投
资者更加放心投入， 为南县洞庭
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再添“源
头活水”。园区管委会主任秦琴满
怀憧憬地说：“再过30年，我们的
园区、乡村，该有多么美！”

� � � �农产品“卖难”现象凸显市场风险，
政府引领、扶持农民进市场———

埋头种地，抬头观市

� � �土地确权赋权活权，三个“百千万”工程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三产融合，振兴乡村

1980年，在全省率先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华容县万庾公社兔湖大队社员正在交“秋粮”。
(资料照片)� 吴巍伟 供稿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40年来，
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
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阔步
前行，成就举世瞩目。

与全国各地一样， 三湘大地掀起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 涌现出一
大批挺立潮头、敢想敢干的“弄潮儿”。

湖南日报今起推出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激荡三湘———庆祝改革
开放40年 ”专栏 ，选取湖南改革开放
历程中具有标志意义、影响深远的大
事，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等各个方面，以此展现改革开放大潮
激荡三湘四水的壮阔场景，传递湖湘
儿女在新时代的奋进足音。系列报道
总共40篇，将从7月延续到12月，敬请
关注。

■编者按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①

� � � �南县乌嘴乡罗文村，农户墙壁上的涂鸦艺术作品与花草相映成辉，
构成一幅迷人的乡村图画。（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1980年，吉首市振武营村苗族农
民杨秀成一家， 一面种好责任田，一
面大抓工副业生产，一年就甩掉穷困
帽子，收入超万元，成为全村带头致
富的专业户。（资料图片） 唐大柏 摄

2017年
全省粮食种植面积7293.6万亩

总产量298.4亿公斤

制图/陈阳

� � � �华容县农机局组织的机耕示范现场。（资料图片） 吴巍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