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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湖南成就权威发布

乡村起宏图 阔步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张尚武

湖南是农业大省，在迈向农业强省的征途中，湖
南有哪些作为？

在9月11日召开的第五场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陈冬贵，省农业农村厅
副巡视员袁正乔回答了记者提问。

稻谷总产量连续40多年居全国首位，
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

问：湖南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粮食生产经历了哪些阶段？
作出了什么贡献？

答： 湖南以占全国3%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6%
的粮食，稻谷总产量连续40多年居全国首位，为国
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来，湖南实现了粮食生产6次飞跃。
1949年—1957年，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

生产力，全省粮食总产由640万吨增加到1132万吨，
实现第一次飞跃。

1958年—1971年，大规模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主
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单季稻改双季稻、高秆品种改
矮秆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 全省粮食总产增加到
1644万吨，实现第二次飞跃。

1972年—1978年， 继续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
设，进一步增加化肥、农药等投入，特别是1975年以
后杂交水稻的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提高，总产增加
到2088万吨，实现第三次飞跃。

1979年—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
农民的生产热情，加上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粮食
总产增加到2653.9万吨，实现第四次飞跃。

1984年—1999年，实施吨粮田开发、优质稻开
发、商品粮基地建设，设立粮食专项资金，粮食总产
达到2892万吨，实现第五次飞跃。

2004年以后，国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实施良
种补贴、粮食生产直补、农资综合价格补贴等，特别
是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力促进了湖南粮食生产，总产
在2009年首次突破3000万吨，实现第六次飞跃。

2012年以来，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做优做强湘米工程，粮食总产保持在3000万吨
以上； 同时大力发展优质稻生产，2018年全省优质
稻突破4000万亩，其中高档优质稻突破1200万亩。

乡村振兴， 建立合力推进机制，
构建制度和政策体系

问：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湖南在
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湖南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把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

建立“五级”合力推进机制。成立了由省委、省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第一组长、 专职副书记担任组
长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形成了各级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
挥”、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了《湖南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暂行办法》，对14个市州党委、政府
和37个省直相关部门进行考核评价。

构建“1+1+6”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即1个总
揽：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创新时代“三
农”工作新局面的意见》。1个规划：出台《湖南省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6个配套：围绕
产业兴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民增收、乡村治
理、乡村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分别出台行动计划
或实施方案。

全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产业兴旺。同
时，统筹推进乡村“五大振兴”，在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农村改革等方面有新突破，全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开局良好。

六大强农行动，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问：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

南代表团审议时， 指示湖南要实施 “三个着力”。在
“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湖南取得哪些成效？

答：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以“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总揽“三
农”工作，明确以建设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
产品供应基地为引领， 以打造千亿级优势特色产
业链为目标，以实施“百企千社万户”“百片千园万
名”工程为抓手，以推进品牌、特色、质量、产业融
合、科技、开放等六大强农行动为重点，着力推进
农业现代化。

3年多来， 全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2018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5361.62亿元，打
造形成了粮食、畜禽、蔬菜、水果、油菜、油茶、茶叶、
中药材、南竹等一批1000亿级、500亿级的优势特色
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业年销售收入达1.65万亿元，跻
身全国七强，成为全省3大万亿产业之一；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从2015年末的2.1∶1提高
到2.4∶1；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提高到
48.5%，增幅居全国前列。

从农业大省
迈向农业强省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答记者问

【答记者问】

� � � � 2018年11月9日，双峰县梓门桥镇八仙村，双峰梓金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驾驶收割机
抢收晚稻。（资料图片） 李建新 向红卫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9月11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省农业农村发
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
强领导下，湖南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把“三农”

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全省农业农村发展不
断开创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中央部署，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农业“百千万”工程及“六大强农行动”，加快建
设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全省农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快步迈入全面
小康之路。

1.农业综合产能大幅提高，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 � � �湖南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64亿公斤，提高
到2018年的302亿公斤。 生猪出栏由190万头
增加到5993.7万头，油料、蔬菜、茶叶、水果、水
产品等增长幅度均在20倍以上。 产业结构由
“粮猪独大”逐步向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转
变，高效经济作物发展到4000多万亩，牛羊等
草食动物加快发展，经济作物产值占种植业产
值的72%。肉蛋奶、果菜茶等重要农产品全面
实现了由供给短缺、 品种单一向供给充足、种
类繁多的转变，食不果腹、凭票供应的时代一

去不复返。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机总动

力由1949年的0.1万千瓦增长至2018年的6340万
千瓦，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3.8%。全
省已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2304万亩，农田有效灌
溉面积占比达到75%。杂交水稻等重大农业技术
不断创新， 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
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覆盖率达95%，启动
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建设，跻身全国信息进村
入户工程整省推进示范省。

2.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 � � �近年来，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农村电商竞相发展。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年销售
收入突破1.65万亿元；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蓬勃发
展，年经营收入已突破400亿元，推动了农业主体
多元化、产业专业化、业态多样化。农村电子商务呈
“井喷式” 发展， 县级电商服务运营中心覆盖率达
86%，农村电商营业额达到1200亿元。农民收入来
源渠道日趋广泛，由单一的种养收益为主向多元化
收入方式转变，部分地区已实现就地就业、安居乐
业。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5.23元

增加到2018年的14093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由1949年的50元增加到2018年的12721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按照“一县一特”的发展思路，共创建省级特
色产业园559个、14个省级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
地、10个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 靖州杨梅和
茯苓、宁乡花猪、安化黑茶产业园获批创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系列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相继开展，
湘品出湘出境步伐进一步加快。

3.农村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政策保障逐步健全
� � � �从1982年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2016年，全面推动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三权分置”，再到2018年底，全面完成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得到落实，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

2008年启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2015年试点推进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宅基地制度改革，2016年在
全省部署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8年探
索开展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全省宅基地集体

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所有权得到进一
步落实和保障。

从2005年湖南全面取消农业税费， 到2016
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全面铺开，农业支持保护
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得
到巩固完善。

一系列改革充分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全
省家庭农场达3.89万户、农民合作社发展至9.7万
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4.74万个，全省
注册农机合作社达5334家， 作业覆盖面扩大到
41%。全省流转耕地占承包地总面积的49.64%。

4.农业绿色发展显著增强，质量安全有效提升
� � �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托，
湖南全面完成“一湖四水”以及长江干流湖南段“一河
（湖）一策”编制，建立以问题清单和交办制、台账制、
销号制、通报制为主体内容的“一单四制”制度。

整省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58个
生猪大县全部启动实施整县推进项目，全省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87.6%、 粪污资源
化利用率达77.4%。科学规范畜禽禁养区划定，支

持规模养殖场标准化与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推进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持续推进长株潭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
大力实施化肥、农药负增长行动，全面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推进农作物病虫全程绿色防控和
专业化统防统治。

积极推广稻田综合种养生态高效模式，发展
综合种养面积450万亩以上。

5.乡村振兴步伐加快，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 � � �坚持把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放在
农村，以“百城千镇万村”工程为载体，推动公共资
源向农村倾斜，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社会
事业共建共享。所有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
青或水泥路，农村供电可靠性和综合电压合格率均
达到99.8%，行政村通宽带率达到100%、4G移动通
信网络有效覆盖率达99.6%， 物流配送网络乡村覆

盖率100%、行政村覆盖率达86%。农村教育、卫生、
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
4062元/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397
万人，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

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乡村振兴“第一
仗”。2018年，全省共拆除“空心房”41.8万间，完
成卫生厕所改造90.35万户，实现良好开局。

� � � � 7月9日，龙山
县石羔街道泗坪
村，游人在荷花丛
中拍照游玩 。近
年，该村依托离湖
南省龙山县城和
湖北省来凤县城
较近、边区游人多
的地理优势，发展
乡村旅游，助力群
众脱贫致富和乡
村振兴。

曾祥辉 摄

� � � � 6月25日，桂东县寨前镇
水湾村，清澈的汶江河穿村而
过。近年，该镇着力打造乡村
振兴示范带， 通过文旅结合、
康旅结合、 农旅结合的方式，
使各村镇有机串联起来，建设
成一步一景，各村各业，产业
振兴的美丽乡村。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农业生产
粮食产量：由

1949年的 64亿公
斤，提高到2018年
的302亿公斤。

生猪出栏： 由1949年的190万
头，增加到2018年的5993.7万头。

油料、蔬菜、茶叶、水果、水产品
等增长幅度均在20倍以上。

农民收支
农村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 由
1949年的 45.23元
增加到 2018年的
14093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由1949年的50元增加到2018年的
12721元。

乡村振兴
所有乡镇和具

备条件的建制村通
沥青或水泥路。

行政村通宽带
率 达 到 100% 、4G
移动通信网络有效覆盖率达
99.6%， 物流配送网络乡村覆盖
率100%、行政村覆盖率达86%。

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
4062元/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达到3397万人，基本实现法定
人群全覆盖。

【数
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