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农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

高，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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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历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拓展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系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经

济经受住了非洲猪瘟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等严峻挑战，实现较快

增长，农村人居环境获得极大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收

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整体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一、农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

（一）农业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农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农业经济总量加快发展壮大，农业经

济总量稳步提升，总产值连续跨越 5000 亿元、6000 亿元、7000

亿元关口，2021 年首次突破 8000 亿元，达 8305.84 亿元，是

2012 年的 1.4 倍，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3.7%。（见图 1）

图 1 2012—2021 年广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增速



（二）粮食供给保障稳定，特色种植快速发展。

广东耕地面积只占全国的 1.5%，但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摆在首位，压

实“米袋子”、丰富“菜篮子”、充盈“果盘子”，粮食保障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能力连年增强。2021 年，广东连续第三年实现粮

食面积、产量和单产“三增”，粮食产量创 2013 年以来最高水平，

为确保广东粮食安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2021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及总产量分别为 3319.55

万亩、386公斤/亩和1279.87万吨，单位面积产量年均增长0.4%。

从粮食结构上看，2012 年以来稻谷产量占粮食产量比重进一步

提升，2021 年稻谷占粮食总产量的 86.3%，比 2012 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2021 年稻谷产量 1104.41 万吨，2013—2021 年年均

增长 0.1%。

2012 年以来，广东积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提升优质特色农产品供应能力，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2021 年全省中草药材面积 84.57 万亩，为 2012 年的 3.5 倍，2013

—2021 年年均增长 15.1%；蔬菜、园林水果和茶叶产量分别为

3855.73 万吨、1826.73 万吨和 13.95 万吨，分别是 2012 年的

1.4 倍、1.6 倍和 2.2 倍，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3.9%、5.3%

和 9.1%。

（三）林业产值持续增长，产值比重不断提升。

广东以“建设全国绿化生态第一省”为目标，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实施乡村振兴林业行动，

着力发展绿色惠民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林

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较大提升。2021 年，全省林业产值

495.44 亿元，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4.6%。2021 年林业产值占

农林牧渔比重 6.0%，比 2012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

58.74%，比 2012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

（四）生猪家禽涨跌互现，畜牧业生产承压前行。

广东有效应对“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畜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2021 年，全省畜牧业产值 1707.82 亿元，2013

—2021 年年均增长 0.2%，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比重 20.6%，

比 2012 年回落 5.6 个百分点。2021 年，生猪出栏量 3336.63 万

头，比 2020 年增长 31.5%，比 2012 年下降 15.3%；家禽出栏量

12.80 亿只，比 2020 年下降 6.8%，比 2012 年增长 7.9%。

（五）渔业提质增效效果显现，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广东海岸海岛整治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效果显著，捕捞业

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发展打造深海网箱养殖岭南优势带，加快发

展特色生态养殖，养殖效益不断提高。2021 年，全省渔业产值

1747.34 亿元，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4.0%；水产品产量 884.52

万吨，年均增长 2.0%。水产品养殖面积 475.62 千公顷，水产品

养殖产量 756.81 万吨；水产品养殖亩产 1.06 吨，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5.3%。

（六）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快速



发展。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不断推进，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

大，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持续提高，为农

业生产配套提供优质服务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加快发

展壮大，有效推动农林牧渔业发展。2021 年，全省农林牧渔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404.10亿元，2013—2021年年均增长8.1%；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比重 4.9%，比

2012 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见图 2）

图 2 2012—2021 年广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构成（%）

（七）特色农业亮点凸显，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特色经济作物得到持续发展，生

产效益显著提高。2021 年，全省粮食作物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



面积的 49.2%，比 2012 年回落 5.7 个百分点；花生面积占 7.8%，

蔬菜面积占 31.0%，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0.5 个和 4.8 个百分点。

从肉类结构看，猪肉占比下降，禽肉占比上升。猪肉占肉类的比

重由 2012 年的 62.7%下降到 2021 年的 57.5%；禽肉则由 34.7%

上升到 39.8%。从渔业结构看，渔业生产由以捕捞为主向以养殖

为主转变，人工养殖比重不断提升。2021 年，全省人工养殖水

产品产量占 85.6%，比 2012 年提高 8.1 个百分点。

（八）区域生产特色增强，开创产业集群化新局面。

2013—2021 年，广东不断调整优化区域农业生产结构布局，

因地制宜做大做强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农产品生产区域特色不

断加强，产业集群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2021 年，茂名、湛江、

肇庆、梅州、江门和河源等六市生产了全省 58.3%的稻谷；湛江

生产了全省超九成的糖蔗；韶关和梅州市生产了全省 79.3%的烟

叶；广州、湛江、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清远等七市的蔬菜

产量占全省的 64.9%；湛江、茂名、肇庆和梅州等四市的园林水

果产量占全省的 61.6%；湛江和茂名香蕉产量占全省的 66.4%；

湛江生产了全省 90.4%的菠萝；柚子是梅州市的特产，占全省的

80.8%；茂名市是荔枝和龙眼生产大市，产量占全省的 38.3%和

52.0%；河源、韶关和清远三市的桃子产量占全省的 89.5%；梅

州、潮州和揭阳等三市茶叶产量占全省的 58.2%；肇庆、茂名、

云浮、湛江和梅州等五市的中草药播种面积占全省的 70.7%；韶

关、江门、湛江、茂名、肇庆、阳江、清远等七市的猪肉产量占



全省的 68.0%；茂名、肇庆和云浮等三市的禽肉产量占全省的

39.0%。

（九）农业产业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联农带农成效显著。

广东深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全力

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特别是 2018 年以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园，农业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当前，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覆

盖粮食、生猪、水产、蔬菜、水果、家禽等产业，产业布局日益

优化，实现了主要农业县、主导产业和主要特色品种全覆盖，打

造了一批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农产品价值大幅提升。2021

年，在农业农村部公示的全国第四批 43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中，广东占 8 个。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191 个省级产业园共吸

引返乡创业人员 4.8 万人，吸纳农民就业 78.9 万人，辐射带动

农户 104 万户。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见成效，美丽乡村建设展新颜

（一）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绿色生活方式构建初显成效，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得

到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把农村环境保护摆

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出台一系列的农村环境保护实施意见、

行动计划等，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

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果，农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2021 年

底，全省 99.7%的村（含涉农居委会）生活垃圾全部或部分集中

处理，80.6%的村（含涉农居委会）生活污水全部或部分集中处



理，90.7%的村（含涉农居委会）有公共厕所。

（二）美丽乡村建设卓有成效。

乡村风貌得到明显改善，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加大

宣传和扶持力度，借助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

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村容村貌得到整治提

升。2021 年底，全省 1239 个行政村及 6763 个自然村整村完成

存量农房微改造，清拆破旧泥砖房 322 万间，清理整治私搭乱建、

乱堆乱放、残垣断壁 1.3 亿余处，拆除违规建设田间窝棚 16 万

余间，因地制宜打造“四小园”67 万余个。全省自然村创建成

特色精品村、美丽宜居村分别达到 1316 个、12214 个；570 多条

美丽乡村精品旅游线路，42 个村庄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三、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实施

精准扶贫和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多项惠民惠农政策，民

生福祉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一）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2021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6元，2014—2021

年年均名义增长 9.2%。2021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10.7%，高于城镇居民 1.6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0.6%，高于城镇居民 2.5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

由 2012 年的 2.70：1 缩小至 2021 年的 2.46：1。

（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2021 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突破两万元，达到 20012

元，2013—2021 年年均实际增长 8.5%，比城镇居民年均增速高

3.9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农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从 2012 年的 49.1%下降至 2021 年的 39.3%。

（三）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实现升级优化。

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条件更加宽松，家庭平均每百户空调、家

用电脑、家用汽车等新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快速攀升。2021 年末，

广东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50.14 平方米；平均每百户空调、家

用电脑和家用汽车拥有量 173.09 台、36.02 台和 31.84 辆，分

别比 2012 年增长 213.1%、13.7%和 38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三农”领域克服困难，砥砺前行，

涌现出的新实践、新探索，取得的新成绩、新经验，弥足珍贵。

展望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要继续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深化全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奋力书写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农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丽乡村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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