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类别 序号 名　　称 责任单位

重大
规划
(６项)

１ 全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省发展改革委,省农科院

２ 广东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省农业厅,省科技厅、省林业厅、省海
洋与渔业厅

３ 农村公路发展规划 省交通运输厅

４ 农村水利治理规划 省水利厅

５ 农村物流建设发展规划
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国土资源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工商
局、省供销社、中国邮政集团广东分公司

６
县 (市)域乡村建设规划、村庄规划和
村土地利用规划

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统筹
督导

重大
措施

(４４项)

１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
厅、省农垦总局、省农科院

２ 实施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程 省农业厅,省科技厅、省农科院

３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省农业厅,省供销社

４ 实施 “粤字号”农业知名品牌创建行动 省农业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５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引领
省农业厅,省科技厅、省气象局、省农
科院

６ 构建新型乡村助农服务体系
省农业厅,省供销社、中国邮政集团广
东分公司

７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省委农办,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环境保护厅、省水利厅、省
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
省卫生计生委、省质监局

８ 连线连片推进乡村旅游
省旅游局,省委农办、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农科院

９ 系统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省环境保护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
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

１０ 培育发展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林业厅、省旅游局

１１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１２ 加强农村先进文化阵地建设
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省体育局、省旅游局、省妇联

１３ 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省文明办,省监委、省民政厅、省司法厅

１４ 健全乡村党组织体系 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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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　　称 责任单位

重大
措施

(４４项)

１５ 实施基层党组织 “头雁”工程 省委组织部

１６ 实施南粤党员先锋工程 省委组织部

１７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委农办、
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司法厅

１８ 激发基层和农民主体作用 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

１９ 建设平安乡村
省委政法委,省编办、省公安厅、省民
族宗教委、省司法厅

２０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省农业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团
省委

２１ 实施乡村专业人才培育工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厅、省文化
厅、省卫生计生委

２２ 推进科技人才下乡 省科技厅,省农业厅、省农科院

２３ 实施新乡贤返乡工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农办、
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族宗教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厅、省文化
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侨办、省港澳办

２４ 推进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全覆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水利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卫生计生
委分别负责

２５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省农业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

２６ 加大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省水利厅

２７ 全面提升农村生产生活设施水平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
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省
农业厅、省商务厅、省气象局、省安全
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广东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负责

２８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省教育厅,有关部门参与

２９
提升乡村法律、医疗、养老、住房等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

省司法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
政厅、省水利厅分别负责

３０ 提升城乡公共就业服务水平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安厅

３１ 实施城乡社会关爱工程 省民政厅,团省委、省妇联

３２ 深入推进精准脱贫攻坚 省扶贫办,有关部门参与

３３ 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 省扶贫办,省发展改革委

３４ 开展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省监委,省扶贫办

３５ 强化规划引领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国土资源厅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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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　　称 责任单位

重大
措施

(４４项)

３６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省国土资源厅,省农业厅

３７ 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 省国土资源厅

３８ 完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机制 省财政厅,有关专项资金业务主管部门

３９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

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供
销社、省农信联社、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广东银监局、广东证监局、广东保
监局

４０ 激发社会资金投入
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农办、省财政厅、
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金
融办、省工商联

４１ 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 省编办,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

４２
提升领导干部做好 “三农”工作的能力
和水平

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

４３ 加强督查考核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农
办、省统计局、省法制办

４４ 营造乡村振兴良好氛围 省委宣传部

政策
文件

(２３项)

１ 制定出台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 省农业厅,省供销社

２ 出台促进助农服务综合体系建设的政策
省农业厅,省供销社、中国邮政集团广
东分公司

３ 制定广东省民宿管理办法
省旅游局,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工商局

４
出台对民宿、农家乐等项目的消防、特
种行业经营等领域便利市场准入、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管理制度

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工商
局、省旅游局

５ 制定生态公益林条例 省林业厅

６ 制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７
制定公布乡村可开发文物建筑资源目录
和旅游开发资源目录

省文化厅、省旅游局分别负责

８
制定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实施意见

省委组织部

９
制定村党组织书记年度考核办法、任职
资格审查办法、备案管理办法和任期审
计办法

省委组织部

１０
制定实施专项招录优秀村党组织书记纳入
乡镇 (街道)事业编制、进入公务员队伍
和乡镇 (街道)领导班子的长效办法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１１
出台村 (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事项指
导目录、村 (居)民议事决策工作指
引、村规民约指引

省委农办,省文明办、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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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　　称 责任单位

政策
文件

(２３项)

１２ 制定乡村工匠培训和评价办法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

１３
制定农村公路条例和加快推进 “四好农
村路”建设的政策措施

省交通运输厅、省法制办

１４
制定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
革指导意见

省发展改革委

１５
制定优先保障水库移民振兴发展的实施
意见

省水利厅,有关部门参与

１６
制定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工
作的实施意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１７ 制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 省扶贫办

１８ 制定东西部扶贫协作三年行动计划 省扶贫办

１９ 制定引导农民互换并地的激励政策 省农业厅,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 出台加强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建设管理的意见 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２１
制定整治农村历史违法用地和违建分类
处理指引

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２２ 出台落实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供
销社、省农信联社、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广东银监局、广东证监局、广东保
监局

２３ 制定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
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农办、省财政厅、
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金
融办、省工商联

注:各项单位排列第一为牵头单位,其它为配合单位.省委组织部、省文明办、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
省体育局、省旅游局、省金融办、省工商联、省供销社、省农科院按照各自负责的重点任务,
结合部门职责,于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分别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方案或政策文件,各政策

文件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前制定出台,各重大规划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１日前制定出台.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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