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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试行的
责任制形式，当时

嘉定县委经过实地考察、调查，认
为把全部农作物联产到劳，尽管
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但它既
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较
好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
性，主流是好的，应当予以肯定。
1980年4月30日至5月4日，县委
召开社镇局党委书记会议，组织
与会同志到封浜朱家和曹王张北
等生产队参观学习。不少公社书
记表示，打开了眼界，受到了教
育。时任县委书记李学广同志在
会上讲了话，要求各公社回去开
展试点。会后，全县有16个公社

组织党委委员和大队一二把手去
试点队参观学习。这样，就在很
短时间里，全县有13个公社的21
个生产队搞起了全部作物联产到
劳的责任制。

嘉定县试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干部群众的思想还是十分活
跃的。当时，市委组成了调查组，
由市委办公厅、市农委、上海社会
科学院和解放日报有关同志组
成，我也参加这次调查，前后共有
10多天时间。这次调查的任务要
求是，摸清情况，研究对策。我们
重点到封浜公社朱家生产队和曹
王公社张北生产队作深入调查。
这期间，市委秘书长肖卡同志还
听取了情况汇报。从试点情况
看，责任制的效果是不错的。我
们当时概括有8个方面：

第一是调动了社员积极性，
增强了生产责任心。由于联产到
劳后，干好干坏与每家每户的切
身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出
工不出力变成了联产联着心,生产
的好坏由过去队长一人操心，变
成了社员人人关心。

第二是提高了劳动工效和农
活质量。“大呼隆”种田时，出工要
喊一阵子，下田要拖一阵子，中间
要坐一阵子，劳动工效低，农活质

量差。定额记工以后，工效虽然
提高了，但质量问题没有解决好，
社员“只想千分，不想千斤”，联产
到劳后干活工效和质量都比过去
有很大提高。

第三是推动了科学种田。过
去多数社员在生产上不肯动脑
筋，队长喊做啥就做啥。现在大
家动脑筋，讲究生产措施，钻研科
学技术，平时收听农业技术讲座
的也多起来了。张北生产队今年
移栽棉花的蹲苗、早稻的两段育
秧等新技术搞得很成功。朱家生
产队过去多年推不开的三麦滚筒
压麦、油菜喷施磷肥等技术措施，
今年也推开了。

第四是减少了浪费，降低了
农本。过去年年讲、年年办不到
的颗粒归仓，现在办到了。张北
生产队今年收油菜籽社员都拿被
单等裹起来挑，田里、路上有散失
的一遍遍地扫尽；朱家生产队社
员“三麦”复收复打了四五遍。对
农本也都精打细算。

第五是挖掘了生产潜力，做
到了寸土不荒。这两个生产队的
社员在自己承包的棉花田里插种
玉米，在西瓜田里插种黄豆，还在
小田岸上种了花生和其他小杂
粮，有些过去不种的荒地现在也

种熟了。朱家生产队有一户社员
今年光在十（杂）边地上插种的蚕
豆，收入也达100多元。

第六是社员自由安排的时间
多了，促进了家庭副业的发展。
联产到劳以后，由于各项农活自
己安排，干活讲效率而不是磨时
间，社员能获得更多时间从事家
庭副业。张北生产队当年仅社员
养猪一项就由去年的86头增加到
116头。

第七是“一购三留”能摆平，
承包指标并不低。朱家生产队搞
联产到劳是按照两笔账来确定总
指标和单项指标的。第一笔账是
摆平粮食一购三留，保证不留缺
口。第二笔账是按前三年的平均
数确定单项作物包产指标，其中
粮食包产指标是常年亩产1552.7
斤，只略低于大丰收的1979年。

第八是集体化没有垮掉，机
械化没有丢掉。这两个队搞了联
产到劳以后，生产队作为集体生
产的组织者和基本核算单位的经
济实体地位没有垮掉，生产队仍
然统一制订生产计划，统一供应
农用物资，统一负责机耕、排灌，
统一安排场地、机械，统一提供技
术指导，统一负责过磅进仓，统一
组织年终分配。生产队现有的机
械化也没有丢掉，机耕、排灌、植
保、脱粒等一整套农机具仍然作
为宜统则统的部分继续发挥作
用，棉花育苗移栽仍然由拖拉机
统一开槽；大型脱粒机不够分配，
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还合资新
买了一些小型脱粒机供社员自愿
结合、轮班使用。

虽然联产承包责任制总的效
果是不错的，但在推行初期矛盾
和问题也是不少的，毕竟这是新
生事物，干部群众都在摸索之
中。我们对基层在推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中反映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进行了梳理，最后归纳出来有七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联产到劳后，
过去可以通过生产队分工协作进
行的各项农活，现在由一家一户
独立承担，使部分劳力不配套的
农户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二是务
工务农社员之间矛盾突出。以
前，务工务农社员的矛盾一般要
到年终分配时才反映出来，而现
在则贯穿于从种到收的农业生产
全过程。三是田间管理不统一，
成熟期不一致，对抢季节带来困
难。朱家生产队有一块油菜田，
由于承包的社员施肥时间不一
致，施肥量也有多有少，结果成熟
期相差好几天，已收割的社员催

队里派拖拉机来套槽种棉花，与
成熟期晚的社员发生腾地与等地
的矛盾。四是脱粒场地和农机使
用上也有一些矛盾。五是土地分
得过于零星分散，耕种不便。六
是土地固定到劳以后，劳动力临
时增减不能及时调整。七是联产
到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计划生
育、幼托、征兵、教学等工作。

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们经过调查后认为，粮食作物
特别是水田作物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问题，是一个全国范围内还在
探索的重要课题。当时，嘉定县
委依靠群众认真试点，敢于实践
的精神是好的。但在试点过程
中，有些单位做法过于简单，以致
引起农村干部、社员和社会各阶
层的强烈反响是很自然的。这里
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切身利
益和联产到劳责任制本身所需要
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有一点
可以肯定，就是要尊重群众、尊重
实践，要把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
力真正交给群众。

我们提出的具体建议是：
第一，嘉定县封浜公社朱家

生产队、曹王公社张北生产队等
试行全部作物联产到劳是责任制
的一种形式，实践效果较好，应当
给予支持。

第二，对已经试行全部作物
联产到劳责任制的生产队，应积
极帮助搞好。目前，即使是搞得
最早的朱家和张北两个生产队，
也只有半年多时间，才经历了夏
熟作物这一熟的考验，还没有经
过全年各熟、特别是水田作物生
长过程的考验，没有经历自然灾
害的严峻考验，要把可能遇到的
问题设想得更充分一点。同时，
对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要区别情况，认真对待，凡属于能
够解决的，都要群策群力找出解
决的办法来，属于这种责任制形
式本身的缺陷带来的矛盾和问
题，也要如实地加以指明。

第三，实行全部作物联产到
劳这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定要尊
重群众意愿，群众愿意选择的应
积极支持，群众不接受的也不能
强迫命令。特别要注意接受合作
化高潮中那种“大轰大嗡”、“一阵
风”、“一刀切”的教训。要允许进
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试点。封浜
公社太平大队8个生产队，就有4
种形式的责任制，公社党委坚持
一视同仁，分类指导，这种工作方
法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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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嘉定县，
率先在郊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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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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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市委研究室农村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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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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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5月中、下旬的一段时间里，嘉定县全县一下子有20多个生产队扩大试行全部

作物联产到劳责任制，在本市城乡大地引起了震动。社员中议论纷纷，有赞成的，也有反对

的。家里劳力多、帮手多、技术又好的赞成的多，说“死田活人种，大家弄弄开，靠真本事，硬碰硬”，思想不

通的则说：“土地统统分到户上，吃粥的吃粥，吃饭的吃饭，这是走老路，是倒退”，一些年老体弱和家里没有

男劳力的农户，担心今后挑担、开沟、罱泥怎么办？一些不懂种田经的青年社员，担心粮田分到户后不知怎

么种？一些纯农户担心无人相帮，做得苦煞。有些机关干部、教师也叫得厉害，说“这样搞法，是否符合中

央政策”？教师“白天教书，晚上浇水，怎么弄得好”？

【启示】

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嘉定县最早试行全部作物联

产到劳责任制的封浜、曹王、外冈
3个公社的4个生产队，是由社队
干部自己搞起来的，其中3个是原
来集体经济没有搞好，生产长期
落后，社员收入低下的队。他们

的具体做法是，生产队把全部作
物和耕地分到劳动力，实行包
产、包工、包本，分户结算，超
产奖励，减产罚赔。所谓定地，
就是一般按务农劳动力平均分配
土地，有的允许社员按其能力自

报份额，可以有多有少。少数生
产队务工社员也要承包一份粮
田。所谓奖赔，就是经济作物一
般搞奖赔工分或现金，有的按比
例奖赔，有的全奖全赔，有的还以
议价结算；粮食作物大都搞全奖

全赔，按议价结算，有的还规定超
产粮食归己、减产少分口粮。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
行，比较好地克服了“大呼隆”劳
动时吃“大锅饭”的现象，调动了
社员群众自觉钻研生产技术、提
高农活质量、实行精耕细作的积
极性，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瞬间】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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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特色小镇建设很
热。据统计，全国特色小镇
试点有 403 个，加上地方创
建的省级特色小镇，总数超
过 2000 个。红火背后尤需
冷静思考：什么样的特色小
镇才有生命力？

日前走访西部某县的文
旅小镇，民俗文化街上灯笼
高挂，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木
雕花窗、青砖粉墙，两边的商
铺生意却冷冷清清。当地商
户说，民俗街刚开业时火过
一阵，可小镇位置偏远，周边
又没什么大景点，聚不来人
气，不少店家只好关门。打
造文旅小镇，当地政府投入
不少，但是这种拔苗助长的

“人造特色”何以为继，要打
个问号。

纵观成熟的特色小镇，
都是有产业基础、有特色优
势，在市场环境中自然成长
起来的。而不具备条件，靠
行政推动，一味模仿复制，胜
者寥寥。比如同样是香菇小
镇，浙江庆元有食用菌企业
200多家，产业链条完备，一
半农民从事这个行业；而有
的地方香菇产业从零起步，
也大干快上建“香菇小镇”，
真为他们捏把汗。为何一些
地方创建特色小镇动力那么强？动力源自
传统发展路径依赖，认为抢到特色小镇这
顶“帽子”，就有项目、来钱快，不惜下指标、
炒概念、造“特色”，有的把特色小镇当融资
平台，打着这个旗号搞房地产。

特色小镇不是越多越好，盲目发展潜
藏风险。有关部门测算，一座面积1—3平
方公里的特色小镇，投资要几十亿元。跟
风上产业，市场风险不小，一旦产业有闪
失，会让地方背上沉重的包袱，加大债务风
险。前些年，一些地方发展食用菌、苗木产
业，一哄而上后产能过剩，“菇变草”“苗变
草”，这样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另外，有
的地方“假小镇真地产”，加大了房地产库
存，可能重蹈“摊大饼、造新城”的覆辙，让
造出的新镇变“空镇”。

针对当前特色小镇出现的种种问题，
有关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不
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边装；严
控房地产化倾向，严格节约集约用地，避免
另起炉灶、大拆大建。这些举措都是为了
让特色小镇建设回归理性、健康发展。

特色小镇重在“特色”。不管是产业小
镇、文化小镇、体育小镇，个性化才有竞争
力、生命力。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要管
住一哄而上、拔苗助长的冲动。特色小镇
先发地浙江，率先出台了评定标准，启动特
色小镇优胜劣汰机制，对不合格的地方“摘
牌”。各地也应加快建立特色小镇退出机
制，严控数量，提高质量，避免“争个帽子睡大
觉”现象。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特色小镇
建设要尊重小镇的特性和发展规律，量力而
行、因地制宜，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
样性，不搞区域平衡、产业平衡、数量要求和
政绩考核，避免脱离实际照搬照抄。

特色小镇是人的宜居宜业小镇。建设
特色小镇是一个发现、挖掘特色资源的过
程，如何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融合是一
个新课题。不能把城市文化、城市建设思
维强加到小镇上，挖山填湖，破坏山水田
园。应当科学规划，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
载力，合理确定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用地
规模，有好的生活环境，有稳当的饭碗，才
能吸引更多人就近就业、就地城镇化。

特色小镇用钱砸不出来，靠行政手段
也造不出来。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慢工
出细活，做到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
合”、机制“新而活”，争取建设一批，成熟一
批，真正让特色小镇健康成长。

从农业农村部 6 月 8 日举行的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为应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增
大的严峻形势，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
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农业农村部加
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探索构建绿色种植制
度，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
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和农
业持续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通过推进种植结构调
整，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等措施，绿色种植制度构建
取得积极进展。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初步形
成：在政策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省级统筹、
责任到县，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充分发挥新

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一批绿色种植
技术模式初步集成：在轮作区推广“一主多
辅”的种植模式，在休耕区实行保护与治理并
重，并形成了一套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
替代化学防治的技术模式。绿色种植制度的
政策框架初步构建：轮作注重作物间收益平
衡，休耕注重收入保障，补助标准以收入不减
为前提；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等项目。

据了解，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绿色种植
制度，农业农村部今年将重点抓好以下三项
工作：一是持续推进种植结构调整。优化区
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今年
力争水稻面积调减1000多万亩，“镰刀弯”等

非优势区籽粒玉米面积调减500多万亩，大豆
面积增加1000万亩。二是加快推进轮作休耕
制度化。完善中央、省、县三级联动、齐抓共
管的工作机制，完善不同区域生产生态兼顾、
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完善农户种植收
益补偿、中央支持重点区域、地方自主开展轮
作休耕的政策框架，完善卫星遥感监测、耕地
质量监测、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三是加力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扎实开
展国家节水行动和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
动，力争农业用水量实现零增长、化肥农药使
用量保持负增长。今年选择150个果菜茶生
产大县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还在150个
县开展全程绿色防控试点。 余瑶

农业农村部探索构建绿色种植制度

植保无人机大规模应用正当其时

“飞防”是近年来植保行业急剧升温的热词，这种新的植保方式，因其精准施药效果好、节水节药能

力强、省时省力效率高等明显优势，成为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有效手段和各地应急防控暴发性、流行

性、区域性重大病虫害的重要措施。短短数年，无人机植保在我国发展迅速，已经适用于水稻、小麦、玉

米、甘蔗、果树、棉花等多种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作业，市场需求极为强劲。在当前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情

况下，全面推广无人机植保，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为此，业界专家建议：国家立项研发

农用无人机核心技术，规范无人机植保行业标准，将无人机植保统防统治纳入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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