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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 年一号文件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

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统领

性规划文件，2021 年一号文件具有重要意义。每年的一号文件往往是

对前一年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因此深刻理解一号文件离不开对

讲话精神的解读。在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粮

食安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谁来种地三个问题；在 2017 年党

的十九大上，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两次讲话精神都在

次年的一号文件上进行了具体部署。在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总书记又提出了要将县城作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点，把“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这些要点也反映在 2021 年一号文件中，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重心转移，即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

稳过渡，重点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第二，种子和耕地问题，要严

防耕地红线，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第三，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第四，加强党对“三农”工

作的全面领导，要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加强党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建设，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

治理，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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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一号文件的重要意义 

2021 年一号文件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统

领性规划文件，一号文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交汇之年。一方面，在 2020 年我国整体上实现脱贫后，“十四五”

规划的重点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因此一号文件提出了“全面乡

村振兴”；另一方面，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的

论断，因此 2021 年一号文件为解决农业基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

措施。 

第二，2021年是新发展阶段开局之年。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

上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相对发达的阶段，农业、

农村、农民如何在这一阶段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是新发展阶段开局之

年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它包含城市与农村问题。根

据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不到 40%，但考虑到 3 亿多过

年返乡的农民工，真实的农村人口占比可能超过 50%，因此农村是国

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如何更好地调动农村人口积极性以促

进国内大循环发展这一问题，2021年一号文件进行了许多专项部署。 

二、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每年的一号文件往往是对前一年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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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一号文件离不开对讲话精神的解读。 

（一）2013年讲话精神 

总书记在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

一个问题是粮食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996 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粮食安全》白

皮书，提出粮食自给率要达到 95%以上。但我国的粮食统计的口径与

国际不同，其中包括了豆类，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大豆进口数量逐

年递增，到 2020 年已超过 1 万亿吨，大豆自给率已经远远低于 95%，

盲目坚持 95%的粮食自给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 2013 年的中

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一方面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永

恒的课题，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强调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另一

方面也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是口粮，即小麦和稻谷，因为它们在

中国人粮食消费中占 95%以上。这一讲话精神表现在 2014 年中央一

号文件是“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019 年，我国把“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写进《中国的粮食安全》，再次向全世

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的看法和决心。 

第二个问题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问题，总书记指出，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是农民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

权分离的问题。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根据 200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承包土地之后取得的

权利为土地承包经营权。2007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把

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对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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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保护。到 2013 年，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已经从 2002 年的 2%~3%

提高到 26%，流转土地的人实质上仅能够取得土地经营权而无法取得

承包权，但由于法律上并未对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进行分离，因

此其土地经营权在法律上未被认可。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视察时提出

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2014 年，“三权

分置”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2018 年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时，在法律层面对土地流转者的土地经营权给予

明确规定，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扫除了诸多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谁来种地的问题。2013 年，农业从业人员中 50 岁

以上的比重已经超过 50%，因此谁来种地已经成为当前必须要解决的

具体问题。这一问题随后被写入了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农业

部开始构建新型经营主体，打造新型经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二）2017年讲话精神 

总书记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上发表了题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讲话，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行部署。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文件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任务：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

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全面实现。 

（三）2020年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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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 2020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县城是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点。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

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要选优配强

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 

第二，“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党务必充分认识

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第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

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在扩大内需，农村广阔天地大

有可为。 

三、2021年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 

2021 年一号文件明确了本年度和“十四五”期间的目标任务，提

出到 202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

迈上新台阶，农村生活设施便利化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更

加有力，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化，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明显提升，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现代化。为实现目标任务，文件提出以下四点核心内容。 

第一个核心内容是重心转移，即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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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重点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 

相对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其中包括了收入、医疗、

教育、住房乃至政治权力等一系列问题，它更多地强调脆弱性、无发

言权、社会排斥等社会层面的“相对剥夺感”，具有连续性、主观性、

发展性等特点，也具有动态性、不平等性、相对性等特征。 

目前的通行做法是将相对贫困的标准设定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

均收入的某个比率，如世界银行将低于平均收入三分之一的社会成员

视为相对贫困人口。2019 年我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 万元，

中位数为 2 万 6 千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 万多元，中位数

为 3.9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 万元，中位数为 1.4 万

元。如果按照全国居民平均收入的 1/3 为相对贫困的标准，有相当一

部分的农村人口可被定义为相对贫困人口，甚至超过原有的贫困人口，

因此我国在相对贫困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概

念。 

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第一类是

针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帮助其提高内

生发展能力，发展产业，参与就业，依靠双手勤劳致富；第二类是针

对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口，以现有的

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并按困难类型及时给予专项救助、临时救助。 

第二个核心内容是种子和耕地问题。首先是种子问题，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种子问题关系到农业的“卡脖子”问题，因此它是当



 

 

6 

 

前农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2021 年一号文件提出“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加强

对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加快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

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

建设。要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

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

合攻关，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总体来讲，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自主选育品

种面积占比超过 95%，畜禽和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 75%和 85%，

良种对粮食增产、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45%和 40%。在全国

7200 多家持证种子企业中，涉外资企业 25 家，年销售总额占整个种

子市场销售总额的 3%左右。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

0.1%，并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

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不会出现“卡脖子”现

象。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相当一部分农作物、畜禽和

水产品种部分或全部依赖国外，一些本土品种亟需“抢救性”保护；

二是育种体制机制存在问题，我国育种主要在高校和研究所，种子企

业创新能力不足，种子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渠道不畅通。 

其次是耕地问题，总书记在 2020 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严防死

守 18 亿亩的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



 

 

7 

 

地保护制度。历年的一号文件都提到了耕地保护制度，2019 年一号文

件是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 15.46 亿亩以上；2021 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明

确了耕地的用途，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

造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深入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

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明确耕地利用

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一般耕地主要

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国务院办公厅在 2020 年连续发布了两个文件，分别针对“非粮

化”和耕地“非农化”问题。总书记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

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粮、棉、油、糖、肉等供给

安全。2021 年一号文件关于粮食安全的新的提法是让种粮有合理收

益，而补贴是合理收益的来源之一，因此今后可能会加大对种粮农民

的补贴。 

第三个核心内容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2018 年 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部署了 2018—2020 年这三年农村环境整治。截至 2020 年年底，

已经实现了该方案中规定的各项目标。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要接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务必要抓好改厕、污水、垃圾处理这三方面，

这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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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村农业现代

化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2021 年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县域内城乡

融合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统筹谋划和

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强化县城综合服

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的衔

接与互补。 

第四个核心内容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具体包含以下

五点。 

第一，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一号文件明确，要

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将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的组

织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考核督导等工作机制，根

据实际需要运用到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精准施策、一

抓到底的乡村振兴工作体系。 

第二，加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建设。各地要围绕

“五大振兴”目标任务，设立由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领导的专项小组

或工作专班。 

第三，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充分发挥农村基

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抓党建促进乡村振兴；有序开展乡镇、村集

中换届，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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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

员会主任；坚持和完善向重点乡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制度。 

第四，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

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

新的时代内涵；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广积分制、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加大对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

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制

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 

第五，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对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开展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内容，加强考核结果应用，注重提拔乡村振兴实绩突出的市县党

政领导干部；对考核排名落后、履职不力的市县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

责同志进行约谈，建立常态化约谈机制；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纳

入乡村振兴考核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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