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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湖南成就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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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猪 出 栏由 1949 年 的 190 万
头增加 到2018年 的 5993.7万 头，
外销量、出栏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
二；油茶面积、产量、产值以及苎麻
产量均居全国第一，油菜、烤烟、茶
叶、蔬菜、淡水产品、水果等产量居
全国前列。 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已达到3265.9亿元。
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达
到1.65万亿元，跻身全国七强，成为
全省三个万亿产业之一； 省市县三
级共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17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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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发布全省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农业强
实施“百千万工程”，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庾”，露天粮仓之意。华容县的万庾镇，以粮
仓命名，这里曾建有积谷10万担的大粮仓。但上世
纪七十年代后期，当地农民也常饿肚子。
81岁的贺淡清老人回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
经营，大家出工不出力，年人均口粮稻谷加蚕豆，
总共还不到150公斤。
为了不饿肚子，当地一些地方暗中搞起“分组
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产量明
显提高。1978年春， 华容县委书记文启龙到万庾公
社红旗大队办点，探索定额包工生产责任制。时任
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贺淡清跟随文启龙，一户户上门
做思想工作，才打消了大家对“
包工生产”的顾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全国实行以包产
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农
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
种责任制形式“利益直接、方法简单”，调动农民生
产积极性立竿见影。
除了靠政策外，农业发展还得靠科技。党的十
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实施“百千万工程”，着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70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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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峰县荷叶镇龙吟村种粮大户曾良告诉记
者，父辈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几亩田累垮全
家。如今，父子俩靠着一批农机设备，近千亩良田
也很轻松。像曾良一样，千千万万的新型农民，成
长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推动湖南从农业大省
加快迈向农业强省。
在“双轮”驱动下，全省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
128.09亿斤，提高到2018年的604.58亿斤，已连续
五年达到600亿斤以上。70年来，湖南也是全国仅有
的从未间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我省杂交水稻等重大农
业技术不断创新， 杂交稻研究实现了从三系到两
系再到超级杂交稻的三次重大技术创新， 不断刷
新水稻较大面积平均单产世界纪录， 全省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
省委农办副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冬
贵表示，70年来，我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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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衣食无忧， 正在由吃得饱向吃得
好、吃得健康转变。

湖南乡村70年蝶变：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富了
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1.65万亿元，跻身全国七强

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45.23元增加到14093元
数说

农村美
省市县三级共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1715个
怀化市鹤城区黄岩管理处白马村曾是一个省
级贫困村，置身其中，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却是一幅
美丽画卷：宽阔整洁的乡间公路、白墙青瓦、错落
有致的农家院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白马村森林覆盖率
达78%，村里有原始次森林、溪谷、溶洞等景观，生
态优良。以前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
民守着绿水青山过着穷日子。
2015年，村干部到凤凰县花海考察取经回来
后，找准了出路：他们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产业，致
力打造“高山景观、石林花海”。昔日杂草丛生的石
头山，变成了绚丽多姿的石林花海。
2015年10月， 村里试种的200多亩格桑花竞
相开放，游客闻香而来，白马村一夜成名，“仅1个
月，村集体收入就有41.76万元。”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美丽乡村建设，坚
持以“百城千镇万村工程”为载体，按照“完善、提
升、达标”三个层次分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出
了美丽乡村建设的“五美”标准（布局美、产业美、
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坚持规划优先原则，全
省75%的乡镇编制了乡镇 （集镇） 总体规划，有
9297个村庄编制了村庄发展规划。
坚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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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耕地面积3.35万亩； 完成卫生厕所改造
90.35万户；洞庭湖区实现乡村垃圾收集中转设施
全覆盖；建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240座，对污水集
中处理的行政村达4000多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截止到2018年底， 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到达60.78%，90.2%的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得到处
理，30%的行政村对生活污水进行了处理，1.5万个
行政村实现了亮化，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67.8%，累
计完成2万多公里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此外，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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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村美丽，万村整治”工程全面铺开，一幅幅
“美丽乡村”的画卷在三湘大地徐徐展开。截止到
2018年底， 全省共建成4742个新农村示范村，其
中省级授牌村224个； 建成1715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其中省级授牌村350个。
建设美丽乡村，各地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
厕所革命； 编制村庄规划， 彰显多元化的乡村风
格；注意保留田园原始风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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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在
湖南开创杂交
水稻研究

1964年

2018年7月17日，提质改造后的湘乡市茅浒水乡度假村一派生态田园风光。

农民富

在一栋栋用彩绘装扮的农村房舍墙
体上，五颜六色的画面，或浓墨淡彩，或夸
张诙谐，或精灵古怪，或一本正经，似梦非
梦， 亦真亦幻……整个村庄村容整洁，环
境优美。
置身其中，令人仿佛来到了一个七彩
斑斓的童话世界，这就是南县乌嘴乡罗文
村。
9月7日，黄先生携家带口从长沙驱车
来到这里游玩。 一行人参观完村子里的
“涂鸦”建筑，一头钻进“巷陌花海”清吧，
天气稍凉快点后，又在村民余兰香家绘有
创意涂鸦的房子旁合影留念，临走时还买
了她家制作的芥菜、榨菜和盐菜。
69岁的余兰香乐得合不拢嘴， 她说，
去年单向游客销售农家菜就赚了2万多
元。
70年来，我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竞相发展，农村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农业产业链不断延
伸、价值链不断提升、供应链不断完善。
在湖南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汇美农
业公司的生产基地内，工作人员从朝鲜蓟
中提取洋蓟素、绿原酸。洋蓟的生产开发
是汇美农业的主打产业， 通过不断研发，
“土特产”变身高科技产品，亩产值增加了
几十倍，最高突破20万元。

华容县推广分
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1980年

9月8日，汨罗白水镇西长村，何荣川和妻子在基地采摘无花果。近年来，西长村通
过土地流转、引进企业，种植了蓝莓、桑葚、无花果等特色水果和栀子花，让山沟里的小
村庄结出“幸福果”。
记者 辜鹏博 摄

由单一的种养收益为主向多元化收入方式转变

杂交水稻技术作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第一项农业技术转让美国，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9年

记者 李健 摄

据统计， 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年销售收入
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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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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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5日，娄底市娄星区茶园乡
梨子村64岁的村民曾友发领到了一个半月
的基础养老金：82.5元。这标志着，湖南农民
也能领取养老金了。 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从
开始试点时的每月55元，到2018年已增至每
月103元。
农村一二三产业日趋融合， 推动土地流
转，拉动农村房租价格上涨，许多农民开始有
了财产性收入。2018年， 湖南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4093元。而1949年，全省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45.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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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包渐鼓”的农民，向着美好生活大步
迈进。2018年，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2721元，其中教育、文娱等改善型消费增长
最快。

见闻

“大美新村”让生活更美
9月10日， 常德市澧县复兴镇大美新村村民王先海正在收拾自
家的屋子。
“没想到能住上和城里一样的别墅。”看见记者，他高兴地说，现
在的房子即便不收拾也比以前住的破旧瓦房强上很多。
在村子里，放眼望去，一排排红砖蓝瓦的农民新居十分亮眼，干
净、整洁的卫生环境，一个小型的健身广场，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
王先海的屋子前面是成片的橘子树，远一点还能看到碧绿的曾
家峪水库。让王先海和很多村民感到幸福的，除了村里的新居，还有
大美生态家园。
作为省级五星级休闲农庄和省级五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大美
生态家园是集旅游休闲、垂钓竞技、宜居新村、生态种养、农产品加
工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不用外出打工，家门口照样拿高收入。”王先海告诉记者，以前
村民主要是靠种橘子来卖钱，橘子能卖出好价收入就高，除此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但现在不同了，王先海除了要打理好自己的橘园，平时还在大
美生态园的一家饭店内负责清理工作，“在村里工作还能顾上农活，
每年能有七八万的收入。”

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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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交水稻成功实现了百亩
示范片平均每公顷10.5吨目标

1982年

湖南 推广 家庭 联 产
承包责任制

2000年

湖南全省部署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

2015年

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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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优质稻突破4000万亩，高档优质稻
突破到1200万亩

2018年

湖南印发《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

2019年

湖南发布《关于实施两
个“百千万”工程加快现代
农业建设的意见》

■制图 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