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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事关国计民生，今年我省夏粮实现“十八连丰”。回
首百年路，一代代江淮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解放思
想、真抓实干，一步步实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时间回拨到 1949 年，建国之初，安徽和全国一样，先后
实施“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
制度，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省粮食
生产发展迅速。 建国初期前 20 年，我省粮食总产量从 1949
年的 ６３９.２ 万吨增长到 1969 年的 933 万吨。

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人民生活严重
困难，省委作出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
收、不向农民收统购粮的决策。 “借地种粮”的政策唤起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也引发一些地区包产到组、包干到户行动。 凤阳
小岗村在此之列，小岗村 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率先发起“大
包干”，此后以燎原之势迅速推广到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原来 “工分制” 调整为按劳分
配，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9 年我省粮食产量 1609.5 万吨，比上年增长 8.6%。

背上玉米、稻谷，跟着父辈去缴“公粮”，也是不少“85后”
乃至“90后”的共同记忆。 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人均负担高
达 270多元。 税负重很大程度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耕地抛
荒问题日益严重。 2000年安徽被定为唯一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省份， 为全国最终取消延续 2600多年的农业税奠定了实
践基础。卸下肩上的重负，农民生产积极性再度高涨，抛荒的
地重新长出了粮，2001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7948.19 万亩，
到了 2009年，猛增到 9908.35万亩。

想吃饱，就得多打粮食，长久以来追求高产都是粮食生产
的最高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改革一直围绕调整农民与土地的
关系，释放生产力。而取消农业税后，我省将注意力投向科技，
开始了对高产长达 10年的不懈追逐。 2005年，我省启动小麦
高产攻关计划。 2006年小麦总产达 193.4亿斤，比 2005年增
收 31.8亿斤，到 2010 年，累计增产 79.7 亿斤，单产超全国平
均水平。 秉承这个思路，我省先后启动水稻产业提升、玉米振
兴计划“三大行动”。 2010年，“三大行动”第二轮规划启动，提
出到 2020年我省将在 2007年产量基础上实现增产 220亿斤
目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800亿斤。 这一目标提前达成，
我省 2018年粮食总产达 801.5亿斤，位居全国第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不断巩固提升。 “十三五”以来，我省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科技支撑作
用，大力调优结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我省
三大主粮均已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 为增产提供了扎实保
障。 不久前，位于亳州市涡阳县新兴镇的“谷神麦 19”小麦
田块单产达 860.6 公斤，再次刷新我省小麦单产记录。

回望来时路，吃不饱饭的问题渐渐成为历史。 如今，安
徽不仅自己的饭碗不愁，还是 5 个粮食调

出大省之一，为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贡献。

18个“一号文件”惠及“三农”

回顾建党 100 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
作为重要责任。

党在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带领亿万农民走
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后，党的惠农强农政策不断加强。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综合
国力增强，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 2004 年 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予少取放活”成为“三农”工作重要方针。 2013
年，党的十八大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以历史的视角回望，无疑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党的“三农”政策与“三农”
发展同频共振。 政策越对路，含金量越高，农业农村发展就越迅速。

这些持续加码的强农惠农政策，集中体现在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
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是从 2004年至 2021年，中央连续 18 年不间断发布一
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 对这 18个中央一号文件，安
徽均以省委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贯彻落实意见，推动政策落地。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点是农民增收。 这一年省委一号文件贯彻
中央部署，结合安徽实际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实施意见。 2005 年围绕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省委一号文件部署了 11 项加大“三农”支持力度、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措施。 2006 年开始，新农村建设成为热点。

数据显示， 光是 2007 年至 2009 年， 全省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就高达
398.6 亿元，初步建立了政府支持“三农”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隆重召开。 会议报告中特别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此后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日益完善，含金量
越来越高，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2013 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把美好乡村建设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深
化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2018省委一号文件主题是贯彻党的十九大作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 2019年又贯彻中央精神，落实优先发展的
总方针，对标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这一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放在了首位。 2020年的一号文件吹响全面小康的总攻号角，围
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任务进行部署。
今年，“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一号文
件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今年乃至整个“十
四五”时期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政策落地，农业农村越来越成为发展要素倾斜的对象。 以 2019年为例，全
年我省累计发放财政惠农补贴资金 357.08亿元，创历史新高；由此全省农民转
移性人均收入达 1112.75元。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新世纪以来的 18 个省委一号文件，紧跟农业农村发展脚步，既切合发

展阶段，又体现引领性。 既有一脉相承的主题和重点，也有跟随时代变化的
创新演进。 18 年来，省委一号文件里的“农民”，从身份变为职业；农业从弯
腰种地到体系、科技、装备支撑下的融合发展；农村从落后的代名词，成为越
来越多人羡慕的美丽家园。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18 个一号文件年年强调农民增收。 增收的
主渠道，从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到推进产业融合，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到壮
大新产业新业态，从支持转移就业、拓展农民就近就业创业空间，到深化“三
变”改革提高财产性收入，增收渠道越来越广，动力也越来越强。

改革中一条主线，是重塑城乡关系。 18 个一号文件里，城乡关系从“城
市支持农村”到“统筹城乡发展”，再到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
格局。 2009 年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这个 10 年间， 城乡从过去割裂发展进入了一体发展新阶段。 2012 年首提
“三化同步”，2016 年提出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双轮驱动， 让广
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2019 年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从城乡二元到融合发展，18 年弹
指一挥间，天翻地覆。

再出发，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能减。这是多年来农业改革发展的成
功经验，也是乡村走向全面振兴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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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就庄稼人的梦想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始于安徽。
1978 年冬夜，凤阳县小岗村，严立华家中，18 个饥

肠辘辘的小岗农民，在一份手写的“秘密契约”上，按下
孤注一掷的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
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40 多年后， 这份契约已
成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见证之一， 静静躺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里。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
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 到了小岗村，总书记这样说。

“大包干”豁出去的，是庄稼人的血性，是安徽的敢为
天下先。始于小岗的“大包干之火”，迅速以燎原之势燃遍
全国，此后中国农村改革的脚步再也没有停歇。 从“大包
干”，到农村税费改革，再到农村综合改革，我省始终站在
农村改革的潮头，树立起中国农村改革的标杆。

上世纪末，农业税负繁重，农民种粮积极性消退，
耕地抛荒问题日益突出。 积弊面前，早在 1992 年涡阳
县新兴镇就主动求变，剪除农民不合理负担。 2000 年，
安徽被定为唯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 我省再次勇

立改革潮头。 “多予、少取、放活”，试点地区的成功探
索，此后成为国家延续多年的“三农”政策主基调。2005
年，我省取消农业税，安徽经验迅速在全国被复制。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活”起来的农村，
一度让基层干部陷入迷茫。 “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
知道能干什么。 ” 当时有乡镇干部这样形容自己的心
情。 这种疑问反映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免除农业税
后，农村基层工作机制如何作出相应变革？从问题导向
出发，一场触动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拉开序幕。

2005 年初， 我省在 18 个县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
点，“农村改革第三波”启动。截至 2014 年，全省 105 个
县(市、区)都建立了政务服务中心，1257 个乡镇全部建
立为民服务中心，90%以上的村设立为民服务代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
以来，江淮儿女满怀豪情，干劲十足，推动农村改革向
纵深发展。

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 巩固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率先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深
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加快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赋予了农民长久而有
保障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吃下“定心丸”；农民的集体
资产产权由“虚”转“实”，正在变为“真金白银”。

截至去年底，全省开展“三变”改革的村(居)已达到
10812 个，覆盖面达到 68%。 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22 万个，家庭农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我省还在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制，“建、管、防”
并举， 建立了森林资源保护发展新模式； 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 林长制、河（湖）
长制改革成为安徽改革的特色品牌。供销合作社改革、
农垦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稳步推进。 改革红利加速释
放，农村发展活力进一步迸发。

40 多年来的农村改革， 历史一次次选择安徽。
40 年多来，安徽农村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丰
硕成果，为全国贡献智慧。 在这一进程中，我省始终把
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作为重要原则，保障农民
群众对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找到
了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改革中始终坚守政策底线，确保
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不能把耕地改少
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
了，始终做到改革步子稳、方向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胸怀乡村全面
振兴的美好明天， 安徽必将在永不停步的改革开放中
续写新的篇章。

荨 6月 5 日，蒙城县三义镇楚桥村麦
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作业。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5 月 20 日，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三官村农民修功良在麦田查看麦粒
饱满程度。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戴明 摄

彭园园 史力 ／整理
李晨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