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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陕西辉煌成就报道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陕西农村：产业强了农民富了
40年前，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从农业起步。40年间，农业在改革的浪潮中全速前进。在改

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位于内陆腹地的陕西，也和中国强劲的改革脉搏一起跳动。改革开
放40年来，党和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给农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陕西农业农村
变化速度之快、变化程度之深、变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取消农业
税、连续提高粮食综合补贴，再到全面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陕西粮食产量逐年快速增加，市场供
给不断充盈。

与此同时，陕西不断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果业成为陕西农业的特色品
牌，通过实施百万头生猪大县工程、秦川牛繁育养殖推广、千亿羊奶产业建设等重大项目，促进全
省畜牧业转变生产方式和优化发展，使陕西农业经济实现全面发展。

今年 74岁的王大爷，家住
西安市阎良区。用老人的话来
说，以前提起农民，留给人印象
大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勉强
养家糊口的形象。而现在，再
提起农民，农民已从一种社会
身份转变为一种自由选择、令
人羡慕的职业。职业农民种地
不仅是为了生存、吃饭，而是把
农业当成工作。

其实改革开放 40年以来，
陕西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
展，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村居
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质量显著
改善。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
到 2017年的 10265元，增长了
75.6倍，年均增长11.8%。现如
今，农村居民追求舒适、便捷的
享受型消费正成为农村消费新
热点。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8568 元，是 1978 年的
63.9倍，年均增长 11.2％，特别
是近几年，像汽车、手机、空调、
热水器等享受型消费增长迅速。

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我省农
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息息相关
的。1978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36.3亿元，到 2007年首次
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02.9
亿元，到2017年突破3000亿元

达到 3070.5亿元，是 1978年改
革开放以来的84.6倍，2017年实
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828.6亿
元，是1978年的70倍。

从一组组数据可以看出，陕
西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果。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
是一切改革发展的基石，改革开
放40年来，陕西一直把粮食安全
放在农业发展的首位，克服耕地
减少、人口增多等不利因素影
响，积极发挥政策、资金、科学技
术的作用，实现了粮食单产增加
和粮食自给能力的不断提高。

和 40年前相比，农民从曾
经吃不饱饭到“吃香的喝辣的”，
日子变化真的很大。40年来，我
省在耕地面积下降1400万亩的
情况下，粮食产量由 1978年的
800万吨增长到 2017年的 1216
万吨，增长 52%；粮食单产由
1978年的 119公斤增长到 2017
年的 266公斤，增长了两倍多。
陕西省农业厅的数据显示：我省
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
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由
1978年的0.6左右（温饱状态）下
降为2017年的0.3左右（富裕状
态）。我省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
续10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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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
好。40年来，我省农业种植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年与
1978年相比较，蔬菜面积增加
了647万亩，增长6.5倍；茶叶面
积增加了 204万亩，增长了 5.4
倍。畜牧业上，坚持“北羊、南
猪、关中奶畜”布局，推进畜禽规
模化生态养殖。

畜牧业是农民增收的主导
产业。截至 2017年末，我省生
猪存栏 854.4 万头，牛存栏
151.2万头，羊存栏 868.5万只，
禽存栏 7315.6 万只，其中猪、
羊 、禽 分 别 比 1978 年 增 长
8.3%、44.4%和 5.2倍。特别是
生猪，由传统的农户庭院分散
养殖转变为规模化、专业化园
区集中养殖，在保证市场供应
充足的同时，逐步实现绿色、生
态生产，为促进农民增收和稳
定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统计，2017年我省肉产量达
112.6万吨、禽蛋产量为 60.1万
吨、奶类产量为 107.3万吨，分
别较 1978年增长 6.9倍、24倍

和22.8倍。
十八大以来，陕西果业、畜

牧业、设施蔬菜、茶叶等特色产
业，不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和效
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产业的
优势和品牌效应也不断扩大。
2017 年，我省苹果种植面积
1088万亩，产量1154万吨，双双
居全国第一。我省的关中奶山
羊存栏、羊奶产量、羊乳粉产能
分别占全国的 40%、50%和
85%，均居全国第一。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
推进，农村已经成为城里人休
闲度假寻乡愁的好去处。目
前，我省共创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15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3处、中国美丽田园11处，
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1.5万
个、从业人员18.3万人，带动农
户 8.6万户，年营业收入 121亿
元，农业+文化、农业＋旅游、农
业＋教育、农业＋康养等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强劲。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朱牛乡
东化村农民张育珍，曾经以单颗苹
果 25元的价格，创造了有史以来
的全国最高纪录。作为一名现代
职业农民，张育珍深知信息化在
果业销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通
过参加职业培训、实地考察及案
例分享，张育珍带领其社员开启
新的栽植高效模式。同时，近两
年来他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
在全国建立了 22个电商销售网
点，首单创立 18万元。由于业绩
突出，其合作社曾获得“全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称号，其本
人在 2018年也获得了陕西“全省
十佳职业农民”的荣誉。

世界上每7个苹果、每3个猕猴
桃就有1个产自陕西，果业生产突
破性发展是不得不提的一件喜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各地结合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不断加

大以苹果为代表的优势特色果品的
种植规模，水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水果产量不断提高。2017年，全省
果园面积是1978年的13.4倍，园林
水果产量1801.2万吨，是1978年的
53.9倍。2017年苹果产量 1153.9
万吨，是1978年的116.6倍，猕猴桃
总产量139.0万吨。

随着果品产量的增加和质量
的提高，陕西水果备受国内外客商
的关注，畅销全国，远销欧洲、东南
亚、北美、南美等地区。2017年，全
省企业自营出口果品 40.96万吨，
出口额 26.92亿元，全省果品出口
创汇占农产品出口创汇的 80％以
上；果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达到80
多个，其中苹果浓缩汁出口 31.63
万吨，出口额20.68亿元，果品出口
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占有率的不断
提高，更有力地促进了陕西果业的
快速发展。

果品畅销国内外

通村路连接千家万户、旅游路
延伸千山万水、产业路通往万园千
企……改革开放 40年来，陕西农
村公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土路、砂石路到水泥路，从“雨
天两脚泥、晴天一身灰”的简单追
求，再到如今的通畅、整洁和美丽，
连到家门口的通村公路，陕西农村
已今非昔比。

提起农村公路，榆林市绥德县
四十里铺镇王家墕村的王增福感慨
颇多：“多少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稍微一场雨，村里人出行的土路就
会被山洪冲成沟沟洼洼。因为交通
不便，村子几十年没多少变化，年轻
人看不到希望都出去打工了。现在
路修好了，山村也变了模样。乡亲
们感觉到村里好像重新活过来了，
有了希望，多了生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农村奔小康，关键在交通。目前，陕
西所有乡镇和超过99%的行政村都
通上了沥青（水泥）路，乡镇通班车
率达 100%，行政村通客车率达
94%，行政村通邮率达100%，农村
公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毛细血管”健全、“干支血管”通畅，
区域路网日趋完善。

一条路可以改变一个村庄，一
条路能够带动一项产业，一条路也

能致富一方百姓。走进大荔县安仁
镇小坡村冬枣交易中心，辉煌冬枣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新社说：“小坡
村主要以冬枣种植为主，全村年收
入 1亿多元，是附近有名的‘亿元
村’。以前没路的时候，客商都不
来，村民种的冬枣卖不出去。后来
路修好了，农户与客商直接就在田
间地头交易，不仅方便了群众，又节
约了时间和交通成本。”

路通了，产业强了，村民富了。
目前，大荔县冬枣面积 40万亩，
2017年全县冬枣产量40多万吨，产
值突破50亿元，从事冬枣产业的当
地群众超过30万人。

随着全省各级各部门对农村
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全
省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群众饮
水不再困难，交通更加便捷，信息
来源更广更及时。第三次农业普
查显示，2016年末，全省已经实现
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99.7％的
村已通公路，比十年前提高10.1个
百分点；有59.0％的村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比十年前
提高 47.9个百分点；53.3％的村完
成或部分完成改厕，比十年前提高
35.5个百分点。

文/本报记者谢斌
图/本报记者马昭

乡村振兴从路开始

肉蛋奶蔬增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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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村：产业强了农民富了
40年前，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从农业起步。40年间，农业在改革的浪潮中全速前进。在改

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位于内陆腹地的陕西，也和中国强劲的改革脉搏一起跳动。改革开
放40年来，党和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给农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陕西农业农村
变化速度之快、变化程度之深、变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取消农业
税、连续提高粮食综合补贴，再到全面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陕西粮食产量逐年快速增加，市场供
给不断充盈。

与此同时，陕西不断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果业成为陕西农业的特色品
牌，通过实施百万头生猪大县工程、秦川牛繁育养殖推广、千亿羊奶产业建设等重大项目，促进全
省畜牧业转变生产方式和优化发展，使陕西农业经济实现全面发展。

今年 74岁的王大爷，家住
西安市阎良区。用老人的话来
说，以前提起农民，留给人印象
大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勉强
养家糊口的形象。而现在，再
提起农民，农民已从一种社会
身份转变为一种自由选择、令
人羡慕的职业。职业农民种地
不仅是为了生存、吃饭，而是把
农业当成工作。

其实改革开放 40年以来，
陕西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
展，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村居
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质量显著
改善。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
到 2017年的 10265元，增长了
75.6倍，年均增长11.8%。现如
今，农村居民追求舒适、便捷的
享受型消费正成为农村消费新
热点。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8568 元，是 1978 年的
63.9倍，年均增长 11.2％，特别
是近几年，像汽车、手机、空调、
热水器等享受型消费增长迅速。

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我省农
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息息相关
的。1978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36.3亿元，到 2007年首次
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02.9
亿元，到2017年突破3000亿元

达到 3070.5亿元，是 1978年改
革开放以来的84.6倍，2017年实
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828.6亿
元，是1978年的70倍。

从一组组数据可以看出，陕
西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果。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
是一切改革发展的基石，改革开
放40年来，陕西一直把粮食安全
放在农业发展的首位，克服耕地
减少、人口增多等不利因素影
响，积极发挥政策、资金、科学技
术的作用，实现了粮食单产增加
和粮食自给能力的不断提高。

和 40年前相比，农民从曾
经吃不饱饭到“吃香的喝辣的”，
日子变化真的很大。40年来，我
省在耕地面积下降1400万亩的
情况下，粮食产量由 1978年的
800万吨增长到 2017年的 1216
万吨，增长 52%；粮食单产由
1978年的 119公斤增长到 2017
年的 266公斤，增长了两倍多。
陕西省农业厅的数据显示：我省
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
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由
1978年的0.6左右（温饱状态）下
降为2017年的0.3左右（富裕状
态）。我省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
续10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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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
好。40年来，我省农业种植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年与
1978年相比较，蔬菜面积增加
了647万亩，增长6.5倍；茶叶面
积增加了 204万亩，增长了 5.4
倍。畜牧业上，坚持“北羊、南
猪、关中奶畜”布局，推进畜禽规
模化生态养殖。

畜牧业是农民增收的主导
产业。截至 2017年末，我省生
猪存栏 854.4 万头，牛存栏
151.2万头，羊存栏 868.5万只，
禽存栏 7315.6 万只，其中猪、
羊 、禽 分 别 比 1978 年 增 长
8.3%、44.4%和 5.2倍。特别是
生猪，由传统的农户庭院分散
养殖转变为规模化、专业化园
区集中养殖，在保证市场供应
充足的同时，逐步实现绿色、生
态生产，为促进农民增收和稳
定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统计，2017年我省肉产量达
112.6万吨、禽蛋产量为 60.1万
吨、奶类产量为 107.3万吨，分
别较 1978年增长 6.9倍、24倍

和22.8倍。
十八大以来，陕西果业、畜

牧业、设施蔬菜、茶叶等特色产
业，不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和效
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产业的
优势和品牌效应也不断扩大。
2017 年，我省苹果种植面积
1088万亩，产量1154万吨，双双
居全国第一。我省的关中奶山
羊存栏、羊奶产量、羊乳粉产能
分别占全国的 40%、50%和
85%，均居全国第一。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
推进，农村已经成为城里人休
闲度假寻乡愁的好去处。目
前，我省共创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15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3处、中国美丽田园11处，
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1.5万
个、从业人员18.3万人，带动农
户 8.6万户，年营业收入 121亿
元，农业+文化、农业＋旅游、农
业＋教育、农业＋康养等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强劲。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朱牛乡
东化村农民张育珍，曾经以单颗苹
果 25元的价格，创造了有史以来
的全国最高纪录。作为一名现代
职业农民，张育珍深知信息化在
果业销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通
过参加职业培训、实地考察及案
例分享，张育珍带领其社员开启
新的栽植高效模式。同时，近两
年来他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
在全国建立了 22个电商销售网
点，首单创立 18万元。由于业绩
突出，其合作社曾获得“全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称号，其本
人在 2018年也获得了陕西“全省
十佳职业农民”的荣誉。

世界上每7个苹果、每3个猕猴
桃就有1个产自陕西，果业生产突
破性发展是不得不提的一件喜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各地结合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不断加

大以苹果为代表的优势特色果品的
种植规模，水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水果产量不断提高。2017年，全省
果园面积是1978年的13.4倍，园林
水果产量1801.2万吨，是1978年的
53.9倍。2017年苹果产量 1153.9
万吨，是1978年的116.6倍，猕猴桃
总产量139.0万吨。

随着果品产量的增加和质量
的提高，陕西水果备受国内外客商
的关注，畅销全国，远销欧洲、东南
亚、北美、南美等地区。2017年，全
省企业自营出口果品 40.96万吨，
出口额 26.92亿元，全省果品出口
创汇占农产品出口创汇的 80％以
上；果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达到80
多个，其中苹果浓缩汁出口 31.63
万吨，出口额20.68亿元，果品出口
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占有率的不断
提高，更有力地促进了陕西果业的
快速发展。

果品畅销国内外

通村路连接千家万户、旅游路
延伸千山万水、产业路通往万园千
企……改革开放 40年来，陕西农
村公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土路、砂石路到水泥路，从“雨
天两脚泥、晴天一身灰”的简单追
求，再到如今的通畅、整洁和美丽，
连到家门口的通村公路，陕西农村
已今非昔比。

提起农村公路，榆林市绥德县
四十里铺镇王家墕村的王增福感慨
颇多：“多少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稍微一场雨，村里人出行的土路就
会被山洪冲成沟沟洼洼。因为交通
不便，村子几十年没多少变化，年轻
人看不到希望都出去打工了。现在
路修好了，山村也变了模样。乡亲
们感觉到村里好像重新活过来了，
有了希望，多了生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农村奔小康，关键在交通。目前，陕
西所有乡镇和超过99%的行政村都
通上了沥青（水泥）路，乡镇通班车
率达 100%，行政村通客车率达
94%，行政村通邮率达100%，农村
公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毛细血管”健全、“干支血管”通畅，
区域路网日趋完善。

一条路可以改变一个村庄，一
条路能够带动一项产业，一条路也

能致富一方百姓。走进大荔县安仁
镇小坡村冬枣交易中心，辉煌冬枣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新社说：“小坡
村主要以冬枣种植为主，全村年收
入 1亿多元，是附近有名的‘亿元
村’。以前没路的时候，客商都不
来，村民种的冬枣卖不出去。后来
路修好了，农户与客商直接就在田
间地头交易，不仅方便了群众，又节
约了时间和交通成本。”

路通了，产业强了，村民富了。
目前，大荔县冬枣面积 40万亩，
2017年全县冬枣产量40多万吨，产
值突破50亿元，从事冬枣产业的当
地群众超过30万人。

随着全省各级各部门对农村
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全
省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群众饮
水不再困难，交通更加便捷，信息
来源更广更及时。第三次农业普
查显示，2016年末，全省已经实现
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99.7％的
村已通公路，比十年前提高10.1个
百分点；有59.0％的村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比十年前
提高 47.9个百分点；53.3％的村完
成或部分完成改厕，比十年前提高
35.5个百分点。

文/本报记者谢斌
图/本报记者马昭

乡村振兴从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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