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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417.htm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现将农牧渔业部《关于北方旱区农业工作会议的

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

逐步调整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经济结构，是一项长

期的战略方针。各地一定要为此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从

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分阶段、 有步骤地实

施，用心总结实践经验，探索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成功道路

。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研究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措施，为

开创我国北方旱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贡

献。 农牧渔业部关于北方旱区 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 我部于今

年八月间在延安召开了北方旱区农业工作会议， 到会的有北

方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农牧（林、渔业）厅（局）、部分

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的负责同志，有关教授、专家，以

及有关部委的同志等共三百多人。会议学习了胡耀邦同志关

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讲话和赵紫阳同志关于重视旱作

农业的讲话，总结交流了经验，讨论了推进北方旱区农业改

革的措施。到会同志普遍反映，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必

要，对于从指导思想上扭转轻视旱作农业、轻视山区生产、

轻视种草种树的片面观点，狠抓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实

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开创北方旱区农业发展的新局面，

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一、 充分认识北方旱区的战略地

位和发展潜力我国北方干旱、 半干旱地区面积比较大， 主要

分布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各省（区）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内



蒙古包头以东的长城沿线和黄土高原的广大地区，旱地面积

占总耕地的９０％以上。这个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

我国林业、牧业、煤炭、石油和化工的重要基地。国家“六

五”计划的许多重点建设项目都摆在这个地区，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因此，加快这个地区农业的发展步伐，逐步改变贫

穷落后的面貌，对实现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战略设想，使之成

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指

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北方旱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广大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大好形势。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例如延安地区， 这几年种草种树、“四田建设”（水地、 埝

地、梯田、 坝地）、“四法种田”（山地水平沟、坝地垄沟

、油豆草轮作、间作套种），都取得很大成绩。 全区５３０

万亩土地， 已绿化２１０万亩，占土地面积的４０％；粮食

生产增长很快，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农业

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林牧副各业和多种经营也有了较

快发展。但从目前北方旱区总的情况看，生产、生活水平还

比较低，多数地方粮食亩产只有二、三百斤，还有１００多

个县人均口粮不足３００斤，分配在５０元以下。而且大地

植被稀少， 水土流失严重， 整个自然面貌和经济状况都还没

有根本改变，亟需加快改造、建设速度。大家认为， 要改变

北方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对它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既

要看到干旱少雨， 土地贫瘠、 风蚀沙蚀严重等制约农业发展

的不利因素，更要看到它的优越条件。这主要是；土地资源

丰富，不仅人均占有耕地较多，而且还有大量的荒山、荒坡

、荒沟、荒沙、荒滩可以利用；光热资源充足，日照长，温



差大，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广大群众在长期与

干旱作斗争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旱作技术和农林牧

综合发展的经验，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例如山西省闻喜

县东官庄大队多年旱地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４００斤左右，

壶关县晋庄大队旱地谷子亩产多年保持在８００斤以上，中

阳县止下咀大队旱地玉米平均亩产超过６００斤；在种草种

树方面，也出现了象陕西榆林、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河

北张家口、吉林白城等一批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典型，为加快

北方旱区农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因此， 只要克服长期以来

指导农业生产的片面性，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大力种草种

树，积极推广旱作农业技术，坚持农林牧全面发展，就能使

整个旱区面貌有个根本的改观。二、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

，是改变北方旱区面貌的根本大计 北方旱区长期贫穷落后的

一个重要原因， 是历史上长期地人为地破坏了植被。只有停

止破坏，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增加肥料，才能最后增产

粮食，改善人民生活。会议认为，北方旱区发展农业的指导

思想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坚持山水田草林综合

治理，推行旱作农业技术，促进农林牧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要全面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一是

处理好山水田草林综合治理和旱作农业技术的关系。实行山

水田草林综合治理，就能为农林牧全面发展打下基础，做到

以林护农，以草养畜，以牧促农；推行旱作农业技术措施，

即蓄水保墒、培肥地力，选种耐旱作物、选用抗旱品种等，

就能较快地提高粮食单产，为加速退耕还林还牧创造条件。

只有把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做到互相配套，旱区的农业

才能实现稳产高产，全面发展。二是处理好种草种树和当前



增产粮食的关系。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是改变北方旱区

面貌的根本大计，必须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充分利用荒山

、荒坡、荒沟、荒沙、荒滩种草种树，切实禁止乱垦滥伐，

坚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抓下去，扎扎实实抓出成效来。当前

北方旱区粮食还不宽裕， 粮食生产绝不能放松， 要变广种薄

收为集约耕作，努力提高单产。对发展粮食生产条件比较好

、潜力比较大的地方，要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搞好粮食生产

，在提高粮食自给水平的同时，逐步把一部分不适合种粮食

的耕地退下来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在自然环境和生产条

件比较差、粮食生产一时不易搞上去的地方，象甘肃、青海

等省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在一定时期内供应必要的粮食，保

证他们安心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变不良循环为良性循

环，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三是处理好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

的关系。 多年来， 北方旱区在水利建设上作了巨大努力，取

得了很大成绩，加快了农业的发展。今后，有条件、经济效

益好的地方，还要进行水利建设，并注意节约用水，搞省水

型农业。由于北方旱区水资源缺乏，许多地方不具备搞灌溉

农业的条件；或者虽有条件，但需要投资巨大，短期内国家

没有力量。这些地方当前和今后的主攻方向，应当是抓好旱

作农业。三、 因地制宜，总结推广现有的成功经验 在这次会

上， 总结交流了许多改革旱区农业的办法。 会议根据雨量、

地形等不同情况，把北方旱区大致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地区

，并初步概括了一些带有共同性、规律性的经验，可供各地

因地制宜地研究、推广。（一） 年雨量在２５０毫米以下的

干旱区。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 这个

地区的特点是雨量稀少，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它的治理经



验，一是搞灌溉农业，二是发展畜牧业。甘肃有些地方推广

压砂田的传统经验，没有灌溉条件，也能获得一定的收成。

近年来，推广地膜覆盖，对抗旱保墒有显著作用。（二） 年

雨量在２５０－－５００毫米的风沙半干旱区。包括东北西

部、内蒙古东部和长城沿线。这个地区风害沙害严重，要大

搞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实行以林护农，以草养畜，以牧促

农，农林牧综合发展。有条件的地区，也要发展灌溉农业。

榆林地区北部风沙区建设防风固沙林后，沙丘高度降低三分

之一至一半，流沙年移速由过去的三至八米，减为一米左右

，沙暴日由每年的６６天减为１６天，粮食、畜牧都有了发

展。内蒙古赤峰县，长期坚持植树造林，初步形成防护林体

系，对防风固沙起到很好作用。据测定，农田林网里同旷野

相比，平均风速降低５０％左右，水分蒸发量减少４０％左

右，相对湿度提高４－１０％，无霜期也比原来延长了。该

县当铺地大队，坚持不懈植树种草，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

的不足１％提高到３６％，土壤有机质由解放初期的０．５

％提高到１％以上，十年来粮食亩产一直稳定在一千斤以上

。（三） 年雨量在２５０－５００毫米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

。包括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大部或部分地区，

年降雨量一般达四、五百毫米。主要治理经验是，采取旱作

农业技术、实行以种草种树为中心的小流域治理。其中对高

原旱塬区，要针对其降雨不均，土壤瘠薄，人少地多等特点

，重点抓好旱作农业技术，狠抓深耕蓄水、耙耱保墒，做到

伏（秋）雨春用；实行粮草轮作，发展畜牧业，增加有机肥

，培肥地力，提高产量，闻喜县东官庄大队的小麦和壶关县

晋庄大队的谷子多年稳产高产，就是采取上述这些措施获得



的。对这个地区的丘陵沟壑区，则要针对其雨量不稳定，水

土流失严重，“三料”（肥料、燃料、饲料）俱缺的特点，

重点抓好小流域治理，实行种草种树、治沟治坡相结合，集

中搞好沟坝地、水平梯地、建设基本农田，有计划地把不适

合种粮食的农田退耕还林还牧。对于年雨量在３００毫米上

下的甘肃定西、宁夏固原的部分地方、除了选择条件较好的

搞沟坝地、水平梯地种植粮食外，应主要搞种草种树，坚决

禁止乱垦滥牧。要推广节柴灶，种灌木、种牧草，解决燃料

、饲料问题，停止对植被的破坏。（四） 年雨量在５００－

－７５０毫米之间的半湿润易旱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大部

分地区。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冬春雨（雪）少，春旱严重，常

常影响春播全苗和夏粮生产。有灌溉条件的，要注意搞好省

水型农业，充分发挥灌溉效益；没有灌溉条件的，要注意加

强秋季深耕蓄水保墒，春季顶凌耙耱，播前镇压，保墒提墒

。要合理调整作物布局，扩大耐旱作物和品种的种植比重。

营造田间防护林，利用渠边、田边隙地种植绿肥，实行粮肥

间套种。东北地区要针对春季风大、容易跑墒的特点，采用

免耕少耕，耕、松、耙相结合的办法，以减少土壤水分散失

，保证春播全苗。 会议认为，北方旱区范围广，情况复杂，

总结推广经验不能一刀切。必须坚持分区分类指导的原则，

认真搞好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充分运用区划工作的成

果，总结当地经验，确定具体的治理方针和方法，力求做到

对症下药。四、 切实抓好种草种树，推行旱作农业技术的几

项关键措施（一） 坚持落实各项政策。北方旱区多数地方经

济、文化、科学比较落后，各项政策都要更加放宽。荒山、

荒坡、荒沟、荒沙、荒滩的开发利用，应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主，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牧区的牲畜承包责任制和草

场使用管理责任制要抓紧研究落实。小流域治理可以实行家

庭承包， 可以把荒山、 荒坡、荒沟、荒沙、荒滩划给农民种

草种树，有些地方还可以适当扩大自留山。谁承包、谁治理

、谁经营、谁受益，使用权、管理权、 受益权长期不变， 把

治山治水、种草种树的经济效益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

起来，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为了消除农民怕变的顾虑，

地方政府可以对承包者发给长期使用证。同时，要在统一规

划下进行治理，防止滥垦滥伐滥牧、边治理边破坏。（二） 

大力加强农业技术教育。要把改革旱区农业的成功经验和科

研成果迅速推广开来，关键是狠抓农业教育工作。从中央到

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拟定轮训计划，开展多层次、多形式

的技术轮训。农牧渔业部直属院校负责帮助各省、市、自治

区培训县以上干部和农艺师以上的科技人员；省、市、自治

区和地区负责训练公社一级的行政和技术干部；县社重点培

训专业户和科技户。有关轮训的经费，按现行财政经费包干

办法，由各级财政统筹安排。为了搞好技术轮训，必须编写

出好的教材。全国通用的教材，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有关

院校负责编写，各省、市、自治区也要编写适用于本地区的

教材或补充教材。 为了加强北方旱区农业科技力量，高、中

等农业院校都要实行定向招生、合同招生、定向分配，并解

决编制指标，争取短期内做到每个公社都有一、二名大、中

专毕业的技术干部。现在有些地方农民自费送学生到大学、

中专上学，农林院校要按有关规定积极给予支持。 为了稳定

和充实这个地区的技术力量，解决外流和转行问题，各地要

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



系列指示，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

（三） 深入开展科学研究。我国对旱作农业技术和牧草的研

究工作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在研究方向、研究任务和

研究方法上，都要有个大的转变。研究机构也要充实和健全

。北方地区的农业科研单位，要从多年来偏重于高水肥条件

的高产技术研究，转到重点研究旱作农业技术上来，要从只

注意农作物的研究转到同时注意牧草的研究上来，要鼓励科

技人员深入农村，认真总结当地群众的实践经验，使群众的

经验科学化、条理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区域的农林

牧合理布局、综合发展技术、旱作农业综合增产以及应用基

础理论的研究，组织多学科、多部门协作攻关。为了更好地

完成繁重的科研任务，必须加强旱地农业科研机构，增加科

研经费。计划在陕西武功、山西太原、甘肃兰州、内蒙古呼

和浩特和辽宁阜新地区，以现有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为基础

，分期分批地充实科研人员，增加仪器设备，改善科研工作

条件。同时，打算在甘肃定西、宁夏固原、陕西米脂等地，

逐步建立旱地农业试验站。这项建设所需的投资，建议在国

家农业投资中，适当提高农业科研经费的比重，予以安排解

决。一些重大的旱地农业科研课题，建议列入国家的重点科

研攻关项目，拨给专项经费和设备。（四） 逐步增加化肥的

投入，这个地区生产水平低，缺肥是个重要因素。应在大搞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增加有机肥的同时，有计划地增加

化肥的供应。目前北方旱区施用化肥水平很低，而与有机肥

配合使用，增产效果又很显著。据高产典型分析，肥力高的

土壤，每毫米降水可生产小麦１．３斤；而贫瘠的土壤，只

生产半斤。因此，建议今后在计划外增加进口的化肥中，适



当增加旱区的分配指标。 （五）狠抓牧草种子，促进畜牧业

的发展。我国牧草品种资源丰富。但目前牧草种子供不应求

，特别是沙打旺、红豆草、小冠花等优良草种更缺。为了满

足各地一九八五年发展种草一亿亩、需种子三亿斤的要求，

要加强短缺牧草品种的种子繁育基地建设，建立健全牧草种

子繁育推广体系，开展牧草种子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有计划

地从国外引进一些优良牧草。同时，还必须加强家畜良种繁

育推广和疫病防治体系的建设。农业、畜牧、水产、农垦部

门都要高度重视种草和畜牧工作，西北各省、区的农业投资

中，要有一定比例用来种草和发展草原畜牧业。（六） 深入

实际， 抓点带面。 我部打算把“三西”地区的旱地农业作为

重点工作来抓， 配合地方政府， 搞好调查研究，带头实干，

力求尽快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初步规划： 力求在三年内， 

通过发展薪炭林，推广太阳灶、节柴灶以及适当供应部分煤

炭等措施，解决燃料问题，停止植被破坏；通过种草种树修

梯田，五年内解决温饱问题；一、二十年内有个大的变化。

要通过“三西”建设的实践，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摸

索一套改革北方旱区农业的成功经验。我部还决定，部、局

各级领导要带头参加种草种树，同时要推动各级农业部门也

这样做。 会议认为，改变北方干旱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需

要进行长期艰苦的综合治理，需要各行各业的积极配合。希

望各级政府把有关部门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并从计划、资

金、物资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以促进北方旱区农业改革工

作的顺利进行。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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