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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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见证了传统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不懈探索，见证了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

1978年，河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仅有419.5亿斤，2017年接近1200亿斤，占全国的1/10；

1978年，河南农民年均纯收入仅有104.71元，2017年已超过1.2万元，增长上百倍，钱袋子越来越鼓，获得感越来越强；

1978年，河南城镇化率仅为13.6%，是名副其实的“乡村社会”，2017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整体进入“城市社会”；

1978年，数千万河南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下，到2017年年底，全省贫困人口降至221.4万，5514个贫困村摘掉贫困帽，人焕精神村换妆，千家万户奔小康。

……

改革开放40年，河南逐步走出了一条统筹协调破解“三农”难题、走向现代化的新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提出“四个着力”，强调要着力

做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工作。牢记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全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业农村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原儿女用不懈探索，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河南答卷”。

协调破解“三农”难题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英华 归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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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按下了中国伟大改革事
业的启动键。

春雷激荡，风起云涌，改革的力量唤醒了沉睡的中
原大地。从 1979年实施包产到户，到 1993年全面放
开粮食购销；从 2005年在全国率先免除“皇粮国税”，
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土地“两权分
离”到实行“三权分置”……一系列改革不断推进，破除
了束缚，解放了农民，发展了生产力，再大胆的预言家，
也要为河南城乡的变化所震撼。

40年改革洗礼，河南从农耕时代进阶工业时代。
三次产业结构日趋优化。改革开放40年，“农”字

依然是河南的基础，农耕社会正向着更加快捷高效的
工业社会迈进。

1978 年的河南，农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接近
40%；党的十八大前夕，这个数字降至12.7%；去年，全
省一产占比降至 10%以内，农业唱主角的旧格局一去
不返，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十二五”期
间，高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5%，全国GDP第五的位次持续
巩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省加速崛起。

田野上长出“工业大树”。双汇跨越重洋收购美国
食品巨头，三全、思念在速冻食品市场一骑绝尘，好想
你把一颗小枣做到极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改革
开放40年，从田野上长出来的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河
南的第一支柱产业。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7986家，
年营业收入2.36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29%，
总量居全国第二；肉类加工和速冻食品生产分别占全
国的 70%和 60%，粮食及肉类加工能力位居全国第
一。

40年砥砺前行，河南由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迈
进“城市社会”。

农耕色彩悄然褪去。2017 年，一个数字意味深
长：河南城镇常住人口 4794.86 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50.16%。这意味着超过半数河南人过上了城镇生活，
传统农业大省实现了从乡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历
史性嬗变。数千万农民离开土地，告别乡村，成为新市
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
后凯用“三个历史性突破”，热情洋溢地赞美这种变
化：由“乡村河南”向“城镇河南”快速迈进，由城乡二
元向城乡一体稳步推进，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逐步
演进。

城乡鸿沟不断弥合。40年间，我省农民纯收入呈
飞跃式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农民纯收入增速
连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城乡之间最扎眼的差距，
迅速缩小，农民的获得感越来越强。今年“双十一”，河
南农民网购消费1亿元，居全国第一位。

发展成果城乡共享。光伏、燃气入户，水电路网
贯通。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制度全面
实行，城乡低保标准、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分散
供养标准等均大幅提高，累计改造农村危房 85.9 万
户。

40年不断升级，职业农民取代传统农民。
新型经营主体挑“大梁”。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

脚背摔八瓣，曾是农民艰辛的真实写照，有朝一日跳出
“农门”曾是农家子弟的集体渴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化，留学生、跨国公司金领回乡当农民的事不再新鲜；
小农生产正被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取代，传统的“老把
式”让位于专业的新农民。受三权分置政策激励，目
前，全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遍地开花，发展到 26
万家，其中农民合作社 16.9万家，居全国第二位；累计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3.4万人。

生产方式不断“刷新”。用了上千年的犁耧锄耙进
了博物馆，无人机等黑科技在田野纵横驰骋。有人总
结说，过去种田是“挥汗如雨”，现在种田是“三指一掏”
（只需在收、种、打药时指地块，掏腰包）。在项城，红旗
合作社托管土地超过16.8万亩；在粮食生产大县唐河，
植保无人机一天作业量，抵得上壮劳力干一个月。今
年“三夏”，全省夏粮机收率达到99%，过去麦收一两个
月，现在只需12天；农业科技日新月异，主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8%。

从人扛牛拉“手工作业”到基本实现机械化，从全
家围着土地转变为一个手机连世界，从贫穷落后的乡
村社会到流光溢彩的城市社会，河南“三农”，正发生着
前所未有的千年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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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
要中原更加出彩。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河南之所以频频出彩，根本在于顺应了发展的
逻辑：改革是动力，担当是底色，协调是路径。

统筹协调，是扛起河南使命的历史选择。
农为邦本，粮安天下。为国家粮食安全守好门、站好岗，既是国家

重托，也是河南使命。
2009年，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指导时指出，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
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河南人用智慧和汗水，把粮食丰产的优异答卷书写在中原大地上，
创下了十二连增的辉煌，用全国 1/17的耕地，贡献了全国 1/4的小麦。
河南省委、省政府庄严承诺：解决好粮食问题，确保国家粮食战略安全，
过去不曾动摇，现在不可动摇，将来也决不会动摇。

承诺不易，而践诺更难；使命光荣，而现实严峻。一头挑着为国种
粮保安全的万钧重担，一头肩负一亿人民奔小康的殷切期望，河南河南
何其难！

耕地红线怎么守？万物土中生,有地才有粮。守住1.2亿亩耕地红
线，是“国家粮仓”的底气，是河南担当的勇气；但守住了红线，一些项目
不能上，不少机遇只能弃，如之奈何？

千万农民往哪去？随着粮食由短缺到丰裕，农民种地投入越来越
多，边际效用不断递减，一亩地上奔小康，难如登天。然而离开土地谋
生路，背井离乡去闯荡，谈何容易？

现代工业如何兴？无农不稳，无工则不富。农业大省要出彩，始终
绕不过工业化。然而工业化不会从天而降，建设用地咋保证？项目资
金从哪儿来？都是难题。

环保难题怎样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原要出彩，决不能
“穿着名牌喝污水，吃着火锅吸雾霾”，发展与环保兼顾，出路何在？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河南的难题，也是
中国的难题，唯有在改革中找出路，在探索中找答案。

办成一件事，需要协调；推进一项事业，需要协调；成就一番伟业，
更需要协调。协调是方法，是路径，是成事成功的一大规律、一把“金钥
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理念。

从“八五”期间的工业、农业“两篇文章一起做”“两道难题一起
解”，到“十五”期间“以工业化为先导,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从2006年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
业为代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 2012年正式确立“两不牺牲、三化协
调”，再到践行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一路披荆斩棘，一路统筹
协调，河南历届省委和省政府以大智慧、大勇气，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产城互动，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
和乡村贯通起来，走出一条新路子。

统筹协调，是实现中原出彩的必由之路。
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增长。在确保粮食安全的

前提下，我省明确提出了重点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
林果，统筹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的

“四优四化”发展思路，通过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省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幕开启。2017年，我省优质小麦收获面积达到840万亩，
优质花生面积达到2200万亩，优质林果1259万亩。

从“田间”到“餐桌”，从“粮仓”到“厨房”，从追求高产到提质增效，
河南还实现了农业生产向工业加工的华丽转变。我省重点打造了 500
多个农业产业化集群，做大做强以双汇、牧原等为代表的猪产业链，以
永达、华英等为代表的禽产业链，以科迪、花花牛等为代表的奶产业链
等，这些集群的销售收入，占全省农产品加工业总量的50%。

河南农村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农家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
新业态蓬勃兴起，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正在实现深度融合。

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人
们从乡村来到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从促进“三个一批人”进城落户，到

“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再到土地、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落地，河南
多策并举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2017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达到2939万人，居全国第一。

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以郑州为中心的路网，把星罗棋布的城镇连在
一起，构建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新格局。2014年，河
南城镇从业人员数量首次超过乡村；2017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比 2014年提高 4.9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 1.65个百分点，增速居中
部六省前列。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人居环境协调改善。黄河北岸，焦作孟州
莫沟村，细雨轻敲青石板，是多少人“老家的记忆”；大别山麓，信阳平桥
郝堂村，狗头门楼柴扉墙，又让多少城里人找回了乡愁。

围绕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河南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加快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美化。去年以来，
全省2694.8万农村居民和在校生的饮水安全问题有效解决，2.1万个行
政村电网改造升级，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5.4万公里，改造危桥 23.6万延
米。前不久我省又明确提出“五年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森林河南”，
绿满中原将为出彩河南再增靓色。

回望来路，统筹协调在中原崛起的历程中居功至伟；展望未来，统
筹协调仍将是河南实现乡村振兴的一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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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
40年前，我们党从农村改革入手，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

40年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城乡融合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放眼全国，审视河南，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仍是城乡发展
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仍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新的起点、新的基础上，河南三农仍面临许多难题。必
须牢牢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个总抓手，通过改革开放去
解决，通过持续深化协调发展来破解。

河南，协调之路任重道远。
打赢脱贫攻坚战，补发展“短板”。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建立在农业基础薄弱、大而不

强的地基上，不能建立在农村凋敝、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洼地
里，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鸿沟间。

几千年以来，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全面小康。最大短板在
贫困地区，“临门一脚”是消除绝对贫困。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河南坚持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实
施好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易地搬迁脱贫一
批，通过“挪穷窝”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把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点绿成金；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突出志智双扶，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筑牢最后防线，体现出社会主
义大家庭的温暖。

近5年来，全省已有577.7万群众摆脱贫困，6个县脱贫，
5514个贫困村摘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未来3年，还
有221万农村贫困人口、3723个贫困村、47个贫困县要脱贫，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全面小康的底线任务，是不能
输也输不起的硬仗。越是紧要关口、越到最后关头，越要保
持定力、决不能自乱阵脚，越要再紧螺丝、决不能丝毫松懈，
越要乘胜前进、决不能放慢步调。

推动产业融合，拓增收渠道。
2017年 9月，河南省首家田园综合体——孟津县凤凰山

田园综合体有限公司诞生。田园综合体以旅游为先导，以产
业为核心，以文化为灵魂，以体验为价值，以土地为根基，集
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度假、农副产品开发、加工为一体，
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跳出单纯种养业束缚，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
吸引现代生产要素，有利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利
于激活城乡闲置资源、闲暇时间和闲散劳力，开辟农民增收
的新渠道。

有专家断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可能会催生农业农村
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这也许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乡
镇企业等创举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极有可能再
次给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促进城乡融合，建美好家园。
城镇和农村互促互进、共生共存。能否处理好城乡关

系，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

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必须抓住产业兴旺这
个重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突出生态宜居这个关键，推动
农村绿色发展；夯实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推动农村文明
发展；打牢治理有效这个基础，推动农村和谐发展；把握生活
富裕这个根本，推动农村共享发展。

将来我们看到的农业，是大有前途的产业；将来我们看
到的农民，是大有吸引力的职业；将来我们看到的农村，是能

“看山、望水、忆乡愁”“洗肺、养眼、伸懒腰”的梦里老家。
统筹各项改革，增发展“动力”。
乡村振兴，必须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大生产对接不够、

对接不上的问题，根本的途径还是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将
小农户与现代经济、规模化生产有机结合起来，破解农村组
织体系瓶颈，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

当前，我省围绕土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的改
革正走向深入。邓州市孟楼镇等地，通过土地“三权分置”统筹
推进改革发展，已经把一家一户从“绺绺田”中解放出来，发展
起社会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开始稳定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涉及
的利益关系更复杂，统筹协调工作更加重要，更要找准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和主要矛盾，精准发力。

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
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只要我们牢记使命、奋
力前行、统筹协调，河南“三农”必将天广地阔，必将大有作
为！③2

策划：董林 统筹：孙德中
执行：张学文 王大庆 张华君 刘哲 郭津 柯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