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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

徽省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农村改革发

端地发表的又一篇重要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

出发，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总结

“三农”工作的新探索新实践新经验，

准确把握新动向新苗头新问题，强

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对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稳定作出重大部署，再

次申明了中央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稳定的意志和决心，是对我

党“三农”理论体系的创新、丰富

和发展，这不仅是强农惠农重农的

强烈信号，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

锤响鼓，更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重要

指针和基本遵循。

通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这篇重要讲话，我体会讲话蕴含

着极其深刻丰富的内涵。讲话明确

提出一个重要目标，同步全面进入

小康社会，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

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一条

主线，即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

一个方法，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多

要素联动 ；三个必须，即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三个坚定不

移，即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

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

护农村和谐稳定 ；三大任务，即发

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个坚持，即必

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

经营基础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

关系 ；四个不能，即不能把集体所

有财产改没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

不能把粮食产能改下来了，不能把

农民利益损害了。我们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小岗村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密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要立足当前改

革发展形势特点、面向“十三五”

农村改革发展任务、结合习总书记

关于“三农”的总体思想，来深刻

理解讲话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

农民、淡漠农村。要在“稳、进、改”

三个方面下功夫，要把“稳”作为

基础，坚决稳住农业农村发展好形

势，稳定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稳

定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 ；要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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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的，千方百计实现稳中有进，

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 ；要把“改”作为

动力，大力深化农村改革，破除城

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

农村活力，进一步增强新时期推动

产业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始终坚

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从“三个必须”、“三个

不能”到“三个坚定不移”，“三大

任务”，即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

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

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为我

们新时期推动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目标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

扭住这三大中心任务，努力推进农

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农民创业创新和农村一二三产业交

叉融合持续健康发展。下面，我结

合工作实际，有三点认识和体会。

一、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
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
助力农业强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

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粮食生

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着

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强调要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和流通业，优化农业区域布

局，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

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农产品

加工业一头连着农业和农民、一头

连着工业和市民，亦工亦农，既与

农业血脉相连，又与工商业密不可

分。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和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

业，也是保障国民营养安全健康的

民生产业。大力促进农产品加工业

转型升级发展，对于促进农业现代

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

民持续较快增收，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城乡

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有

效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引领一产按照

市场消费需求组织生产 ；同时可以

为一产注入现代生产要素，构建现

代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 ；还可以促进农业经营

的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社会

化和产业化，通过分工分业催生出

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构建适度规

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从而让农民不仅分享农业

而且分享加工流通休闲旅游带来的

收益，打造农民增收和精准脱贫新

模式。今后，我们要继续紧紧围绕

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动农产品加

工业转型升级。

一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初加工。

完善农产品初加工补助政策并高效

廉洁规范实施，充分发挥补助政策

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动补助项

目向优势产区、特色产区特别是贫

困地区倾斜。加强初加工设施和装

备建设，突破初加工关键环节，整

体提升初加工水平。积极推进粮食

加工减损增效，鼓励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设烘储设施。加强菜篮子产

品和特色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

改造升级贮藏、保鲜、烘干、分类

分级、包装和运销等设施装备。

二要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积

极采用生物工程技术、超高温灭菌、

冷冻保鲜、分子蒸馏等精深加工技

术，在提取蛋白质、脂肪、纤维、

新营养成分、药用成分及活性物质

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发展优秀国

产农产品加工设备装备，逐步实现

进口替代。着力提升主食加工水平，

培育一批产权清晰化、生产标准化、

技术集成化、管理科学化、经营品

牌化的主食加工示范企业，推动主

食加工技术、产品研发推广，加大

品牌培育，推介成熟的发展经验和

模式。

三要推动农产品综合利用加工。

重点针对秸秆、稻壳米糠、等外果及

皮渣、畜禽骨血、水产品皮骨内脏等

副产物，主攻循环利用、全值高值利

用和梯次利用，加强综合利用试点，

一定要试点出样板和成效来。

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助力农村美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

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

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宜居乡村。习

总书记曾经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要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要注意保留村

庄原始风貌，要传承文化。 近习

总书记在黑龙江又指出，生态就是

资源，就是生产力。绿水青山、冰

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近年来，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呈现出“发展加

快、布局优化、质量提升、领域拓展”

的良好态势，作为农业新的业态和

新的增长点，是对农业农村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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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态资源的新开发，其内涵日益

丰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发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要以农耕文

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

农业为基，以创新创造为径，以古

朴村落为形，推进农区变景区、田

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动变运动、

产品变商品，让广大城乡居民养眼、

养胃、养肺、养心、养脑，为其提

供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促进美

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通过发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使农村闲置

的土地利用起来了，农民闲暇的时

间充实起来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也

活跃起来了。今后，我们要继续紧

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

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工程。

一要进一步优化布局。联合多

部门制定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发展的指导意见，争取在规划指导、

发展政策、公共服务、项目扶持等

方面有大的突破。大力支持农民发

展农家乐，鼓励发展以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聚集村，从点状发展到片状打

造，成规模、有特色 ；鼓励在适宜

区域发展休闲农庄、休闲农园、特

色民宿。

二要继续丰富内涵。做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在传统

村落保护、文化遗产发掘、文化创

意设计方面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合力推进。强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经营场所的创意设计，推进农业

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的融合，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的文化品味。

三要加强规范管理和生态保护。

加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标准和规

范的制定和宣贯力度，并指导各地

分层次制定相关标准，逐步推进管

理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促进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规范有序发展。

四要加快品牌培育。按照点线

面结合的思路，在整合优化的基础

上，重点打造“3+1+X”的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品牌体系。在面上，继

续开展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县（市、区）创建 ；在点上，继

续开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 ；

在线上，重点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介。同时，着

力培育好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品牌，

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农业嘉年

华、休闲农业特色村镇、星级户、

精品线路、农业主体公园等形式多

样的创建与推介活动。

三、大力促进农民创业创新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助力农民富
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

中心任务。农民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收入。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

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没有。要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

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通过发展

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径，

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

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促进农民就

业增收，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增收

的多种途径中，推进农民创业创新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被实践

证明是 直接 有效的。新常态下

的农民创业创新和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可以缓解农业生产成本地板

不断抬升、价格天花板不断下压的

双重挤压，将拉长的产业链条细分

出无限的环节和就业岗位、增收机

会，将加工流通利润留给农民，将

农村资源要素和人气留在农村，同

时吸引城市和工业资源要素向农村

流动，焕发农业农村经济新的活力。

今后，我们要继续紧紧围绕增加农

民收入，大力促进农民创业创新和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创业创新

服务工作。按照“政府搭建平台、

平台聚集资源、资源服务创业”的

总体要求，创设一套创业政策、搭

建一批创业平台、培育一批创业带

头人、总结一批创业模式和构建一

个创业服务体系，起草印发《农业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创业创新服

务工作的通知》。会同发改委，人

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土部等研

究返乡创业金融信贷、用地用电等

扶持政策，推动将集体建设用地改

革试点与农民工返乡创办项目结合，

将城镇职工创业创新相关政策和小

微企业扶持政策拓展延伸到农村，

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将返乡创业

项目列入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给

予支持。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范围，探索开展政

府购买农民工创业培训公益性服务

试点。利用远程教育培训网络培育

农民创业创新带头人和辅导师。宣

传推介一批农民创业创新典型，筹

备召开农民创业创新座谈会，举办

农民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营造良

好氛围，使农民创业创新成为发展

新经济、增强新动能的重要途径。

二要促进产业扶贫。发展一批

小型加工业、农家乐、小超市、小

型采摘园、民俗民族工艺等特色产

业到村到户项目，引导建立农民参

与和利益共享机制，鼓励农民利用

自己的闲置房屋和土地，进行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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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记者  李锦华） 6 月 17 日 -19 日，由中

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主办，农业部、科技部、

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家质检总局、国家旅游

局提供大力支持的“第十一届大赢家 ：中国魅力全农产

业发展论坛”在京成功举办。大会期间举行了“中国农

业企业经理人联盟（简称大赢家联盟 AWA）”成立仪式。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中央农村

领导工作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农业部原副

部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农业部畜牧业司

司长马有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教授

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此次论坛吸引了包括 46

位农业企业高管、200 余名大型猪（鸡）场主、150 余

位有机休闲农庄庄主在内的千余名农业产业精英参加。

开幕式上，陈锡文在致辞中对我国目前的农业困

境和发展思路作出分析，呼吁“三农”产业精英在党中

央国务院倡导的三产融合政策背景下，关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精准扶贫工程，打开魅力全农发展的新时代。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发表了《中国畜牧饲料产业

发展趋势》主题演讲。正大集团农牧企业中国区副董事

长姚民仆对我国农牧业未来十年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在

为期三天的交流活动中，与会者畅所欲言，解读我国农

业新形势，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把脉问诊，献计献策。

“魅力全农产业”就是将农业贯穿一二三产业，融

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生产、农产品加

工、新型服务业，激发经济新增长点。此次大赢家论坛

突出“跨界、协调、共享”时代特色，围绕“畜牧饲料、

养殖、有机休闲农业”三大主题，举办了《新政策、新

趋势》、《农业产经下一个十年的走势》等专场论坛和主

题演讲。首届中国农业创新项目众筹大会也在此期间举

行，与“项目对接”和“高新特优”产品展销，一同成

为此次论坛的新亮点。

刊 讯

“第十一届大赢家：中国魅力全农产业发展论坛”举办

创办企业，使我们的产业成为精准

扶贫的主要有效形式。我们的有关

扶持政策要向贫困户、贫困地区倾

斜，有的补助资金可以量化到贫困

户作为股份参与分红。鼓励企业安

排贫困户劳动就业。中国农加工洽

谈会免费为贫困地区安排展位。组

织贫困地区专业村干部，到发达地

区考察产业典型，并接受专家的现

场指导和讲解，更新发展理念，提

高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能力。

三要努力提高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基在农

业、利在农民、惠在农村”的总体

思路，制定落实方案工作计划，对

牵头的 12 项任务和配合的 8 项任务

一一细化落实，编制发布农产品加

工业与农村产业融合“十三五”发

展规划，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

点示范，重点支持能够让农民分享

二三产业增值收益的经营主体，与

发改委和部计划司等共同实施“百

县千乡万村”示范工程 ；与财政部

和部财务司共同开展融合试点 ；向

中国农业银行推荐产业融合项目和

合作社融合主体。与发改委和财政

部利用 5 年时间，结合新型城镇化

创建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先导区。通

过不懈努力，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结构性调整的

先导力量和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重

要支撑。

农产品加工局的农产品加工业、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民创业创

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几块工

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每一

块工作都与“三农”强美富有着密

切联系，而且随着发展新经济、增

强新动能任务的越来越迫切，农产

品加工局的各项工作的重要性也将

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我们要始终坚持

两手抓两手硬，做到行政业务与机

关党建，思想政治建设与业务能力

建设，勤政与廉政一起部署同步推

进。要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进一步“铸魂”、“补钙”、“加

油”，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能力，

努力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基础

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

业，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

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