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免责声明部分 

 

 

农产品专题报告—— 

 

 

 

聚焦全面小康，弥补“三农”短板 

 

——2020 年“一号文件”解读 

 

 

 

 

 

 

 

 

2020.02.6  

产业投资部 孙超 



 

2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免责声明部分 

2 月 5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

意见》的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意见》指出，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为完成上述两大目标，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

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意见》强调，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稳住农业基本盘、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至关重要，政策措施必

须逐项抓好落实，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表 1：新世纪以来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一览 

2004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6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7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8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9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2010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011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2012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2013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2014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2015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2017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2018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9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2020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梳理历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从“农民收入”、“新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力”等单一基

础层面逐渐向“农业现代化”、“新动能”、“乡村振兴战略”等综合系统性层面转变，“三农”

工作逐渐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提纲挈领系统规划”转变。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则更进

一步，把“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小康的国民经济大背景下，突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以抓好

重点领域工作为“失”，破“三农”之“的”，最终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意见》指出的重点领域工作分为五个部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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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加强农村基层治理； 

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 

在五部分之中，我们最关心的是第三部分。与往年关于保证农产品供给的部分不同，今

年一号文件将农业生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直接挂钩，可以看出政策目标从单纯的保证供应量，

到优化供应结构强调有效供给，再到通过优质农产品实现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 

本部分第一条同样关注于“稳定粮食生产”。与去年明确提出“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6.5

亿亩”，“18 亿亩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 15.46 亿亩”三个数字硬指标不同，今

年一号文件在三稳“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的前提下，将目标细化与粮食安全省长负责

制对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 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保持基本稳定。 

去年一号文件仍关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问题，今年的品种政策则在“稳”的基础上强

调“优化、完善”。主粮品种方面，两大口粮稻谷、小麦仍将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保持产

量稳定的同时也起到稳定农民基本收益的作用。包括玉米在内的三大谷物品种则强调了保险

对稳产和稳收增收的作用。在去年大豆面积取得恢复性增长的前提下，今年没有再强调扩大

大豆种植面积，而是将重点放在提高单产上，通过支持高产品种和间作农艺的方式实现产量

提高。考虑到前不久农业部刚刚颁发的两个玉米品种和一个大豆品种的转基因安全证书，可

以预见未来阶段我国大豆、玉米的单产水平将得到提高。此外，去年广受市场关注的草地贪

夜蛾被专门写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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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方面，文件提出“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增加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进口。扩大

优势农产品出口。深入开展农产品反走私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与去年相比，在坚持多元化进

口渠道的同时，扩大进口的品种由“紧缺农产品”变为“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范围有所

扩大，也符合当前贸易形势的大背景。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强调了优势农产品出口的重要

性。综合国内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形势考虑，我们认为今年农产品进口数量将显著增加，进

口品种将更加丰富。 

由于非洲猪瘟对我国生产造成了重大冲击，本部分第二条专门聚焦于加快恢复生猪生

产，这在一号文件中是非常少见的。猪粮安天下，可见生猪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文件提出的政策目标是“确保 2020 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时间

节点定位于“年底前”，总量水平定位于“接近正常年份水平”，可见恢复生猪生产还需要一

段时间，并且恢复过程有一定的难度。在政策的层级上，强调落实“省负总责”，压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强化县级抓落实责任，保证了政策上下联动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政策导向

上，坚持补栏增养和疫病防控相结合，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强对中小散养户的防疫

服务，做好饲料生产保障工作。我们理解，标准化规模养殖对应补栏增养，中小散户着重疫

病防控，存栏恢复仍然主要依靠规模企业来完成。政策措施上，继续以扶持为主，要求打通

环评、用地、信贷等以往明显限制生产规模的瓶颈，并且大力纠正不当实施的限养禁养问

题。屠宰流通方面，提出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

推进“运猪”向“运肉”转变。由“南猪北养”到“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未来各地生猪存

栏量和当地的屠宰能力将更加均衡匹配，猪肉冷链物流（第十六条，“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统

筹规划、分级布局和标准制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建设一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

家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产地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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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和冷鲜肉产销都将有望得到长足的发展。此

外，保供稳定，社会救助保障和肉类消费结构优化也是政策的关注点。 

 

图 1：农业部生猪存栏数据 

 

图 2：农业部能繁母猪存栏数据 

表 2：近三年一号文件主要品种政策导向 

年份 粮食 油脂油料 棉花 白糖 

2017 年 
稳定水稻、小麦生产，确保口

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优质

稻米和强筋弱筋小麦，继续

增加优质食用大豆； 

优化品种品质和区域

布局，巩固主产区棉

优化品种品质和

区域布局，巩固主

产区棉花、油料、

优化品种品质和

区域布局，巩固主

产区棉花、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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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减非优势区籽粒玉米； 

继续开展粮改饲、粮改豆补

贴试点；科学合理划定稻谷、

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 

花、油料、糖料生产； 

大力发展木本粮油等

特色经济林； 

科学划定…大豆、棉

花、油菜籽、糖料蔗、

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 

糖料生产； 

科学划定…大豆、

棉花、油菜籽、糖

料蔗、天然橡胶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 

糖料生产； 

科学划定…大豆、

棉花、油菜籽、糖

料蔗、天然橡胶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 

2018 年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全

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

护制度，加快划定和建设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完善支持政策。 

   

2019 年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6.5 亿亩； 

合理调整粮经饲结构，发展

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

料生产； 

将稻谷、小麦作为必保品种，

稳定玉米生产，确保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按照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取向，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

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和大

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

途径扩大种植面积。支

持长江流域油菜生产，

推进新品种新技术示

范推广和全程机械化。

积极发展木本油料； 

在提质增效基础上，巩

固棉花、油料、糖料、

天然橡胶生产能力。 

恢复启动新疆优

质棉生产基地建

设； 

在提质增效基础

上，巩固棉花、油

料、糖料、天然橡

胶生产能力。 

 

将糖料蔗“双高”

基地建设范围覆

盖到划定的所有

保护区； 

在提质增效基础

上，巩固棉花、油

料、糖料、天然橡

胶生产能力。 

 

2020 年 
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

政的头等大事。粮食生产要

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

稳产量。强化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考核，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2020 年粮食播种面积和

产量要保持基本稳定。进一

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

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稳定农民基本收益。推

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

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加大

对大豆高产品种和玉米、大

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

度。 

加大对大豆高产品种

和玉米、大豆间作新农

艺推广的支持力度。 

完善新疆棉花目

标价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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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分中我们关注的内容还有： 

生态保护方面，提出“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加强农膜污染治理，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推广黑土地保护有效治理模式，推进侵蚀沟治理，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行动计划”，“继续实施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这些内容可能对新季作物生产产生一

定影响。 

金融支持方面，提出“抓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落实，督促保险机构及时足额理赔。

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继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未来一段时间期货+保

险和农产品衍生品市场仍将得到快速发展。 

农业科技方面，提出“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大力实施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实施国家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推进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种子技术仍是未来的发力点。 

 

纵观整个文件，涉及具体品种的内容大量减少，这说明品种结构调整、政策调整的工作

已经取得成效，未来政策将保持整体稳定，不再对生产和流通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除基本

口粮品种和处于特殊情况的生猪外，市场化将是品种运行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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