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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专题

“� �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5日至 26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研究部署 2022年‘三农’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会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 工作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
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
着眼国家战略需要， 稳住农
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
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确保
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
发展。

习近平强调，保障好初级
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
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
主要装中国粮。 保证粮食安
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
要真正见效。 要有合理布局，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
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耕地保
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 亿亩
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
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要实
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
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 要
真正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
品供给安全。

习近平指出， 乡村振兴
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
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要持

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
衔接，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
战的伟大成就。“三农”工作领
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
农”工作本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要求，要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
应，严格落实地方粮食安全主
体责任，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
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促进
大豆和油料增产。 要切实保
障农资供应和价格稳定，调
动农民积极性加强田间管
理，全力确保夏粮丰收。 要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
要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要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发
展建设， 改进和完善乡村治
理，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条件。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重要讲话和李克强部署要求，
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讨论
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农

业生产保持稳中有进，粮食产
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脱
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
步伐，成绩来之不易。 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
挥了重要作用。明年将召开党
的二十大，做好“三农”工作、
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
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
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 做好 2022 年“三
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和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
导，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
底线， 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
工作，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
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
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迈出新步伐。

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粮
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
定粮食面积，大力扩大大豆和
油料生产， 确保 2022 年粮食
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
定生猪生产，确保畜禽水产和
蔬菜有效供给。落实好耕地保
护建设硬措施，严格耕地保护
责任， 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建
设 1 亿亩高标准农田。大力推
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
水平， 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要巩固拓展
好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支持力
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
机制， 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聚
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深入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让农民更多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要扎实推进
乡村建设，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为抓手，立足现有村庄
基础，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县

域内城乡融合发展，逐步使农
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要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发挥农
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
平台载体，妥善解决农村矛盾
纠纷，维护好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
工作的领导，落实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要求，强化乡村振兴
要素保障。

会议指出， 要全面学习、
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切实理
解精神实质， 把握核心要义，
紧密结合具体实际学懂弄通
做实。要始终遵循党的农村工
作基本经验，加强“三农”领域
作风建设，奋力开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长肖捷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有
关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
式召开，各省区市设分会场。

（据新华社）

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
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我
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
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
一次次碰壁、 一次次觉醒，
一次次实践、 一次次突破，
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成功之路。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 我们
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不
移走下去。

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
大原则问题上， 我们要旗帜

鲜明、态度明确，一定要有定
力、 有主见， 决不能自失主
张、 自乱阵脚。 世界上没有
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脱
离本国实际 ， 通过亦步亦
趋、走别人的道路来实现自
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条
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
所有国家和民族实现发展
振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条路走得怎么样， 人民最清
楚，最有发言权。 中国从四分
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
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

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
从被动挨打、 饱受欺凌到独
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
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创造
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两大奇迹， 以不可辩驳
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条道路走得对、 走得
通、走得好。

我们强调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
说要固步自封， 我们要积极
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

益成果， 欢迎一切有益的建
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
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
的说教！ 我们要永远记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
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在
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把党和
人民 100 年的艰辛实践及其
丰富经验作为时刻不能忘、
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既
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
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
心，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历史新起点上，我
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
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努力奋斗！

（据《人民日报》）

（上接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