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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美，绿水青山寄乡愁

房前屋后皆绿景，一抹乡愁绕村宅。
仲夏时节，“打卡”江淮乡村，总能看到如
诗如画的场景。

农村人居环境好不好， 直接关系群
众幸福指数高不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用水、危房
改造、电网和信息化等工程建设，深入开
展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持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美
丽家园。

“通了柏油路、亮了路灯、摆了垃圾
桶、新建了厕所。 ”说起村里的改变，芜湖
市湾沚区花桥村村民孔春香就停不下来。
孔阿姨今年 70 多岁了， 她清楚地记得
2013 年村里的泥巴路修成了水泥路，下
雨天再也不用穿着厚重的胶靴出门。变化
还不止于此，2020 年水泥路又变身柏油
路，“孩子们开车直接能到家门口”。 同时
改变的还有乡村的夜晚，220多盏路灯在
夜晚来临之时，点亮了曾经漆黑一片的江
边小村。 “2018年，我家的旱厕也淘汰了，
在政府的帮助下，改建了卫生厕所，夏天
一点臭味都闻不到，干净方便得很。 ”孔春
香笑着说，“村里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美丽
风光，是很多人心驰神往的回忆，让农村
人居环境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
愁”，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福祉、农村
社会的文明和谐。十八大以来，我省全面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省加大改厕力度，
累计完成自然村改厕 250.1 万户；提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农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 70%； 加快污水管网建
设， 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
实现全覆盖。目前，全省已建设美丽乡村
中心村 8290 个， 认定省级示范村 1600
个、重点示范村 540 个，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 公路
到门口，日子甜心头。 眼

下，全省所有乡镇全部实现公路通畅，农
村道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状
况得到彻底改变； 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
路通客车，村民“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
车”成为现实。 特别是广大贫困地区，交
通基础设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
至 2020 年底， 全省 31 个脱贫县公路总
里程达 11.6 万公里， 较 2012 年底增加
4.3 万公里，路网通达深度、承载能力和
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出行方便了，居住条
件也在不断改善。十八大以来，我省着力
补齐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短板， 超过
130万户农村危房完成改造，贫困人口告
别了原来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等危房，
住上了安全住房；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解决超 2000 万农村居民饮
用水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用
上了放心安全的自来水。同时，率先实现
村村通动力电， 基本实现行政村光纤通
达和 4G 网络覆盖，“楼上楼下， 电脑电
话”也正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标配。

为了让农村携手城市共同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我省还持续加大农村教育、文
化、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水平不断提升。
如今，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了全覆盖；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
度，让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不再有差别；送
戏下乡、送影下乡等文娱活动，丰富了农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淮北到江南， 千千万万个古老的
乡村焕发生机。而变化还在继续：今年我
省将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重点围绕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发展等三大领域， 加大投入和建
设力度，全面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
讯等设施，推进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
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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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记者到凤阳县小岗村采
访，两张不同时代的照片，以其强烈的
对比令人震撼。

其中一张是黑白照片 ，拍摄于 “大
包干”改革之前。 已经模糊不清的画面
中， 几位农民正在弓腰奋力拉犁耕地。
另一张是今年 6 月初，小岗村高标准农
田里的小麦收获，瓦蓝的天空下 ，大红
色的收割机正在作业。

“那个时代农业生产条件简陋 ，莫
说机械，就连耕牛都很紧缺 ，人力耕作
的现象非常普遍。 ”“大包干”带头人之
一的关友江回忆。 而现在我省主粮生产
已实现全程机械化。 今年 4200 多万亩
小麦 10 天左右就全部收割完毕。

仓廪实而知礼节 ， 衣食足而知荣
辱。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宏大历史叙事中， 农业不仅是基础，而
且关系到梦想能否实现和梦想实现的
速度、质量和品位。 作为农业大省，我省
有数千万人生活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农业强起来，让
农村产业旺起来，才能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支撑，走好全面小康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取得明显进展。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
切实保障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 “十三五”期间，我省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稳步提升，全省粮食总量稳定站
上 800 亿斤台阶，排名由 2015 年全国第
6 位上升到 2020 年第 4 位。 今年夏粮呈
现单产、总产和面积三增态势，实现“十
八连丰”。

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更加坚实。 加强
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
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我省在全国率
先完成 5200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1900 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
任务，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950 万亩，
2018 年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做法被
国务院列为全国 4 个激励省份之一。 全
省农机总动力达 6800 万千瓦， 居全国
第 4 位；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 81%， 比全国高出 10 个百分点，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8%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65%。

乡村产业不断发展。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五个一批”工程，
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达 1.6 万家， 其中国家重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62 家，居全国第 10 位；年销售额超 100 亿元的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8 家。 各类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987 家，其中省级
示范联合体 564 家，居全国第 1 位。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全面推进，实施“158”行
动计划，首批遴选确定了 24 个“一县一业（特）”全产业链示范创建
县、135 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 创建国家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 2 个、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 个、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 5 个。 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
态蓬勃发展，2020 年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超过 1.6
万家，综合营业收入 650 亿元，接待游客 1.5 亿人次，从业人员 70
万人，带动农户 59.5 万户增收。

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成为现代农业主旋律。 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禁捕退捕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
长江干流及其 8 条重要支流、44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退捕工作
有序推进。 2015 年以来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六连降”，农作物秸
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 91.7%和 91.8%，均显著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三品一标”农产品有效使用总数达 8383 个，居全国第
6 位，其中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数居全国第 2 位。

农民富，幸福美满日子甜

“说一千 、道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
关键。 ”

2020 年，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6620 元， 居全国第 11 位， 较 2019
年提升 1 位； 同比增长 7.8%， 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居中部第 1 位。 “位次持续
前移、增速高于全国，在中部地区腰包‘鼓
起来’速度最快。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这
样总结去年农民增收成绩单。

成绩来之不易。 2020 年我省遭遇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的洪涝灾
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外出务工均
受到很大程度冲击。这种情况下，省委、省
政府持续加大“六稳”力度，层层落实“六
保”要求，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不断加强政
策扶持，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农民增收才
取得了这样的显著成绩。

小康有没有得以实现， 关键要看农

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农民的钱袋子
越来越鼓。 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
示 ，2017 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758 元，这个数字比 1978 年的 113.3 元
增长 111.6 倍。 2018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13996 元， 与 2012 年相
比年均增长 10.2%，比全国高 0.5 个百分
点，农民收入居全国位次由第 20 位前移
至第 14 位。

如果着眼“十三五”这个时间跨度，农民
增收更是驶入快车道。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人表示，整个“十三五”期间，是安徽农民获
得感最强的时期。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我省农民收入呈现这么几个特点： 收入越
来越高、5年的增幅均居中部第一、 位次提
升幅度居全国首位，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总量持续扩大。全省农民收入由 2015
年的 10821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6620

元，5 年增加 5799 元， 每年跨过一个千元
台阶，且与全国差距不断缩小，由 2016 年
相差 643 元减少到 2020 年 511 元， 农民
收入增速连年高于全国。 2016 年到 2020
年 ， 我省农民收入增幅分别为 9.1% 、
8.3%、8.9%、10.1%、7.8%，连续 5 年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年均增幅 8.96%，比全国高
0.52 个百分点，5 年增幅均居中部第一。

在全国省市之间位次不断前移。 从
2015 年到 2020 年， 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全国第 18 位上升到第 11 位，
先后超过河南、黑龙江、海南、吉林、湖南、
河北、湖北等省，连续 5 年进位，提升幅度
居全国首位；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十
三五”期间，我省农民收入增速连续 5 年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6 年的 2.49:1 下降到 2020 年的 2.37:
1，且明显低于全国的 2.56:1。

这样的“成绩单”表明，党的十八大以
来安徽农村发展成果丰硕，成色十足。 省
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这主要得益于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促进
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坚
持不懈，紧抓不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大力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提升农业效益。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特别是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提升了农
业附加值，促进了农民就业。加快实施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拓宽增收渠
道，农民财产性收入显著增长。这些都为我
省农民收入争先进位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继续把促进农
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以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深化
农业农村改革， 努力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继续缩小，力争我省农民收入赶上全国
平均水平， 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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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在全椒县六镇镇草庵村，工作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进行
喷防作业。 本报通讯员 沈果 周磊 摄 史力 ／整理 李晨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