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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郊改革开放 40 年 40 个瞬间 


【瞬间】

2001 年底，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02 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
（国办发［2002］25 号）。接着，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纷纷扩大了试点范围。浙
江、上海两省市经国务院同意，根据自身财力情况，进行自主改革试点。于是，上海自 2001 年底开始，在全
市范围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

口述者：韩红根
女，1952 年 1 月生。曾
历任上海星火农场党委副书
记、上海市郊区党委研究室
主任、上海市农委集体经济
指导处、政策法规处处长等
职。从事“三农”工作近 30
年，不仅具有丰富的实际工
作经验，而且具备“三农”问
题对策研究功底。退休后被
推任上海市法学会第五、第
六届理事，同时兼任上海市
法学会农村法制研究会会长
和《上海“三农”发展与法制
研究》内刊主编。

农村税费改革
是新时期党中央、
国务院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
问题，加强农业基础、保护农民利
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
而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是继土

【故事】

地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我国农村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2000 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经历
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00
年至 2003 年，按照减轻、规范和稳
定的原则正税清费；第二阶段是
从 2004 年至 2006 年，按照“多予、
少取、放活”的方针，减免直至全
面取消农业税。
2000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曾
印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 工 作 的 通 知》
（中 发［2000］7
号）。这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
指导文件，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主要
政策、配套措施、组织领导都提出
了明确要求，并选择安徽省以省
单位先行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政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
取消、两调整、一改革”。这里我
来具体介绍一下：
“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
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
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
取消统一规定的农村劳动积累工
和义务工。
“两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
策，农业税按照农作物的常年产
量和规定的税率依法征收；调整
农业特产税政策，农业税与农业
特产税不得重复交叉征收。
“一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
收使用办法。村干部报酬、五保
户供养、村办公经费等开支出，凡
由农民上缴的村提留部分，采用
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
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 20%。
2001 年底，上海在全市范围
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总体上采

取了
“四大步骤”：
第一步，取消农民负担的村
提留乡统筹费，减费不增税。贯
彻农村税费改革“减轻、规范、稳
定”六字方针，2001 年上海市取消
向农民征收的村提留乡统筹费，
减轻农民直接负担 1.8 亿元。同
时，按照“减费不增税”的原则，原
由农民缴纳用于乡镇、村公益管
理的 1.8 亿元提留统筹费，全部由
市级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农村基层
组织正常运转。
第二步，取消向农民征收的
农业税和停止“两工”制度。根据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提出的
“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尽量降低农
业税税率”的要求，2003 年上海市
率先取消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全
市免征农业税 1.43 亿元，减轻农
民负担人均 118 元。同时停止执
行义务工和积累工“两工”制度。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上海走在
了改革的前列。
第三步，全面取消农业税，完

成农业税制改革。2004 年，国务
院提出了降低农业税率直至最终
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上海市在这
个基础上再往前迈了一步，实行
免征企业农业税，实现了全面取
消农业税的目标，并从完成农村
税制改革逐步转向开展农村综合
配套改革。
第四步，开展农村相关配套
改 革 ，巩 固 农 村 税 费 改 革 成 果 。
重点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农
村社会事业发展体制改革，进一
步 加 大 公 共 财 政 对“ 三 农 ”的 投
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履行公共
管理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社
会事业协调发展。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
上海已在 2004 年基本完成农村税
费改革的工作目标并取得了明显
成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第一方面，实现了上海郊区农民
“零税费”的目标。通过“三个取
消、一个调整、一个改革”，上海郊
区农民已经不再承担任何农业税
赋社会性负担，这对于农民而言
是件大好事。当时的数据显示，
2010 年上海郊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已经达到 13746 元，居
于全国之首。第二方面，加大了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取消
农业税后，2002 年至 2004 年，本市
各级政府共安排农村税费改革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 9.1 亿元，其中市
级财政转移支付 7.49 亿元，占到
81.3%。第三方面，建立了农村义
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从
2003 年起，上海逐年调整提高义
务教育生均拨款标准，至 2010 年
小学标准为 1600 元；初中为 1800
元。2009 年全市实施城乡统一的
义务教育绩效工资，使农村教师
与中心城区教师收入持平。2010
年本市教育经费总投入 183.13 亿
元 ，比 2001 年 增 长 了 239% 。 从
此，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与城市
地区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第
四方面，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通过镇（乡）、村调整
和归并，实行编制总量控制，减少
财政供养人员。
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十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庄严宣告，从 2004 年开
始，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
逐步降低农业税，平均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5 年内取消农业
税。随着 2005 年中央加大减免农
业税力度，大多数省（自治区）自
主决定提前免征农业税，取消农

业税已经水到渠成。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决定，1958 年 6 月 3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 2006 年
1 月日起废止。这一重大决定意
味着在我国终结了传统农业社会
遗留下来的赋税制度，延续了几
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终于退
出了历史舞台，9 亿农民依法彻底
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时代。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
担，但是造成农民负担重的一些
深层次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这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
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
领域的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
创 新 和 社 会 变 革 。 2006 年 党 中
央、国务院不失时机地作出部署，
推进以“三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综合改革。
根据中央的部署，
“三项改
革”的目标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
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乡镇机构、农
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
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
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增收
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项改
革”的内容为，一是以转变政府职
能为重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二
是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为重点，
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三是以
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
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2007 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
重视和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本市下发了《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沪府发
[2007]9 号），并选择南汇、奉贤、金
山、崇明三区一县先行起步，逐步
向面上推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
略。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
历史任务。事实证明，上海城乡
统筹发展的综合实力为不断深化
的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使得多项制
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提前实现
了改革的目标。

近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下发《关于
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 深
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的重
要批示和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精
神，更好落实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认真组织好浙江经验的学习推广工
作，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好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
《通知》强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对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经验重要现实意义的认识，增强学习的自
觉性主动性，重点学习推广浙江省坚持领导
重视、统筹协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
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和做
法，进一步动员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明确目

标，
细化措施，
促进工作不断进步。
《通知》强调，学好浙江经验，切实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关键要不等不靠、作风过硬、苦
干实干。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快落实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各项措施，以村容村貌整治
提升、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
“厕所革
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为重点，
制定计划，明确要求，强化责任监督，确保任
务落实。各省（区、市）在出台省级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后，要抓紧细化三年行动
计划，明确时间节点，以县（市）为单位，分解
量化具体目标任务。
《通知》要求，各市县应尽快建立党委或
政府领导牵头的领导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主动担当，切实发挥好作用，加强协调推
动，做好衔接工作，与相关部门一起共同落实
好各项工作任务。各地要将借鉴浙江经验做
法与总结自身好典型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试点示范工作，以县为主
体、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基础，着力打造一
批示范县、示范乡镇和示范村，以点带面、连
线成片，分阶段、有步骤地滚动推进。同时，
要注意统筹推进面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标准可以有高有低，可以从最基本、看得
见、农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抓起，由低到高，
不断进步。
《通知》还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督导调研进行了部署，提出各省（区、市）要建
立台账制度，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年度
计划纳入党委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明确
时间、落实责任、层层推进。制定具体考核验
收标准和办法，明确可量化、可监测、可考核
的指标，以县（市）为单位检查验收，建立以结
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及有关部门将择期组织联合工作组开
展督导调研。
据新华社

文 字 整 理 ：韩 红 根 贺 梦 娇
顾斯佳

合作社爽约企业犯愁

【启示】

城乡统筹发展为农村税费改革提供保障
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中，
上海的工作有自己的特色。例
如，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推进农村村庄改
造。
上海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
由各级政府给予财政资金专项扶
持，有计划地实施农村村庄改造
工 程 ，坚 持 以 保 护 修 缮 、改 善 环
境、完善功能、保持农村田园风光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和江南水乡自然生态景观、传承
历史文脉积淀为原则，切实改善
当地村民的生产条件和人居环
境。
上海也加大对集体经济相对
困难村的政策扶持，建立健全村
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化解
垫交农业税费债务，制止在新农
村建设中发生新的村级债务；推
进了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属地化

改革，实现平稳过渡和发展，推动
农村制度创新，建立农民增收长
效机制。
就农村税费改革这项工作看
来，上海农村地区无论是环境面
貌还是经济制度，或是社会保障
体系，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对于
政府部门而言，各方面的制度与
模式有了完善，对于农民而言，日
子也越过越好。

订单农业为何陷入履约难？
［核心提示］

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新兴粮油有限公司与邛崃市冉义镇稻香土地合作联社达成合作意向，签下
一笔 4000 亩的油菜籽收购订单。然而，到了收获季节，公司却仅收到几百亩的油菜籽，其余油菜籽被
转卖他人。双方自愿签订的收购合同，
为何陷入履约难？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详见>>>>7 版

［先锋观点］
□ 王海全

推进乡村建设需要保护好乡愁载体

当年的上海，走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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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谈到城市规划
时曾指出，要看得见山，
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当前，在
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仍然
需要留住乡愁。
如何才能留住乡愁？乡
愁不是虚无缥缈的，必需寄
托在具体物件上。乡村中的
古树，祠堂、牌楼等古建筑，
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特色风
味小吃，等等，见证了村庄的
变迁，伴随着村民的成长，成
为独有的特色标记，承载着
远离家乡人们思念之情。保
护好这些乡愁载体，也就留
住了我们的乡愁。然而，近
年来由于时代发展变迁，这
些乡愁载体有些被历史所淘
汰，不得不退出现实生活舞
台。但是，最令我们感到痛
心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有
着丰富历史文化意义的乡愁
载体，由于保护不当或者人
为破坏而消失殆尽，只能停
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笔者
的家乡因整修村庄而移除了
村道中全部大树，就是其中
一例。
老家位于关中平原上一
个小村庄，去年以来，村容村
貌发生很大变化：不但每条
村道都已经硬化，而且道沿
上也像城里一样，铺上了漂
亮地砖，家家户户门前都栽
上了同样的风景树。整个村
庄虽然看上去比以前整洁漂
亮了许多，但总感觉缺少了
些什么。直到离开时，回头
望去才发现：往日浓荫蔽日
的村道上空已然光秃秃的，
原来村道中的大树全部被移
除了！这种现象已非个例。
由于乡村建设快速推进，许
多村民意识不到这些大树、
古建筑等对于村庄的重要意
义，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
施，致使这些乡愁载体在不
断消失。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城市化快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村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生活。家乡成为故乡，乡愁
就会自然产生并蔓延开来，
并逐步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现
象。保护好乡愁载体，已成为乡村建设的
重要内容，使离家的人们思乡之情有所寄
托，方便找到“回家的路”；保护好乡愁载
体，也就加固了城乡联系纽带，在外打拼人
们能够返回故乡追寻往日点滴，并继续为
故乡建设贡献力量。此外，大部分乡愁载
体也是乡村特色文化和景观符号，是美丽
乡村建设的“点睛之笔”，
经过包装设计，就
有可能成为重要旅游资源，带动乡村休闲
文旅产业发展，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在保护乡愁载体过程中，需要增强广
大村干部的主动性和能动意识，发挥他们
在乡村建设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需要制定
科学的村庄建设整体规划，确定“乡愁载体
保护清单”；此外，还需要热心家乡建设事
业在外人士积极参与进来，对保护乡愁载
体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最后，还需要注意保护乡愁载体过程
中两个方面的负面倾向，一是无限扩大乡
村载体范围，认为原有物件、
生活习惯等保
留越多越好，以至于最终影响到村民生活
条件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二是通过建设
庙宇、戏台、牌楼等仿古建筑，增加乡村新
标识，试图成为新的乡愁印记。但是，这种
明显功利性的人造建筑缺少了时间的冲刷
积淀，不能与村民生活紧密关联，
也就偏离
了乡愁本身含义，永远不可能成为乡愁载
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