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别，撂计 了在安徽省发展观光农 

业的意叉、可行性 、观光农业的类型厦存在 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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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可 持 二 、观光农业的提出 

续发展的概念 随着人们生括水平的迅燕提高 拽国^民的文化 

丑内涵 和清费蔑盒发生丁巨大熏化，童游清费巳经成为1匠几 

mf人类 年来墒 E 费i 的l要 舒。 其 逍两 il 

的经济桔动， 家为 蠢经济复荞．实行 五·一 、 十·一 长羁晤．各 

尤其是工生化 大意潜景点^员爆菊，出理丁前所未有的旅游 蠢． 

进程的快燕发 充舒星示出意游行业的巨大前景。而人们的旅游乳念 

目．曩I1面瞄 m正发生着重★ ，威游舂 倦T喧嚣的备 和遣 

着生 耳境Et 作的园林，开 乖一种目日★自蛙、自曩参 式 

盏罂化、自然 意潜桔磅，农村量种。小轿藏糸人家 、 畦日荷花剜样 

费彝且盏枯蝎 红 的自然美景对善市人来城具有无洼此扭的诱蒜。 

∞危帆．许 蔑光农 是近n 来 Et 兴盛0j一_ i。 

再生贲尊严重 早在20世纪8O年代，台琦的乳光农业就巳匝为善市 

失蠢，菇种状 人蛋日体用的一大话择．且著菊亚暹。随着独国童蒋 

巩已危厦弱人 热湖和体蛋日的增多．越一喜i型的童游形式有着较大 

类自身69生存 ∞发展茸景， 月 直日 近薅农 意游B成 々Et 

与发展。 备市人的一种享蚤。种种琏象表明，在独国发展现光 

可持续发 农生经济与蓝潜羟济为一体的旅游农生时机已Et趋 

展曩 盅是 2O 成薨。 

世纪 8O年代 

人．1在面瞄人 

13 、资葶 

危撬、耳境罢 

化等严重嚣崎 

社会发展的同 

囊之后，经过 

反复思考和探 

索．提出来的 

撵讨^娄发鼹 

苗搿的一种喜i 

思塌。 

可持续发 

展曩盒包括三 

个置喇：一是 

公平性藤舅， 

辱当代^ 与后 

来^在分配有曩贾薄方面的蛰平性；二是持续性愿喇，用人娄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 能嗣鼍资葶和耳境的承戴力，烈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井同性愿 

_．椰地球上的费薄胃全人类共有。 

可持续发展有三个牛寺怔：一是羟济必爱不l增长．这是发展的基车任 

务；二是上夏挥持自然使生杏持续发展为基一，发晨星与人口、贾髯和耳境的 

承戴 棚鼻蔫；=是埙改善人类的 存 件和提 生桔质量 I1 69，发展复 

与社击iI步棚盾应．这是发屠的根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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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光农 业的 内窖和类型 

乳光农业是一种特珠的农生形态，是与意游生棚 

结台的一种清埴性农事活两．主要科用当地有利的自 

然条件，开辟桔两场所，柚风景意蒋、泰西垂钓、采摘 

果实和拧藉擅拂等活两，来曝引游窖．发展旅游韭。 

获义的蔑光农业是攉合理地开发利用农业自然 

费葶，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发展蓝蒋结台起来，通 

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品种结构，台理坦 布局．站 

舅美化景蔑、保持耳境、提供乳光蒋毙、学习和享量喜i 

蚌食精的一种农生。广义的乳光农生是指广泛利用农 

村空胃、农业自然贷彝和农村人文资葶进打意游开 

发．扩大农业与农村的乳光意游功能，藕足游客不同 

层疲的譬妻。 

安I省地葺江圉，棒辟氍江、堆河，南北地理位 

置、费葶、经济水平厦风土人情各有不同，蔑光农业建 

设模式和内窖应设是多种多样和多层攻的。 

1、观光农因 在墒市近娜或风景点附近开譬I特 

色果园、花园、茶园、菜园、遵塌等，供游客乳光游苑厦 

自行栗舅新鲜农产品。 

2、田固化农业 烈园艺农生为主．种齄蔬菜、花 

弃、果树，利用}皇塘进行木产养赌．结台村镇鳆j宣美化 

耳境，集农田、菜地、花草、东西、果园、农台于一体，倒 

造出田园佬农生景观．在游客l邑蓖田园风光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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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把税收政策 交培群矗 ，并耐一 细致地做好各 项政策解释 工作 ， 

做到文明征税；②不秤收人情税、过头税．更不秤搭车牧费，或先 

费后税；③不准乡村干郜直接上门收税，严禁强行粗垂收税；④ 

农税人员依法扯税时必须着蓑整齐，待证上岗，亮证牧税．客观、 

套正、文明执法；⑤不准以情抵税，严禁“白条”收税。 

二、柄步成效 

椎行农业税 “三定”征收后 ，农民主动蚋税曲多了，农业税征 

收进度快了．基层 干群关 系好 转 了，农业税征收成皋节省 了。具 

体来说 ：一是坩加 了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透明度．提高 了农民主动 

蚋税意识。香采 乡龙一村一农户觉得 拄农业税征 收连明度不 

够 ，以致于连续 13年税款 分文未交，在夸年推行农 业税 “三定 

征收新 办法后，谊户便主动缴 蚺 了奎郜税款 ，还动 员亲戚 、朋友 

和本村农户缴蚺税款。在不少乡镇还 出现打工仔汇款缴税 、母代 

子缴税和排长队缴税等农村 多年 未见 曲情景。二是规 范了扯管 ， 

促进 了农业税费征收。“三定”征收后 ，主过去 多环节、多郜 『1征 

收为财政一个郜 『1统一征收．实现了“一道税、一 口清 ，规范了 

扯蚋秆为。简化 了征收程序 ，降低 了征收成皋，缩短 了征收 时Iil， 

提 高了工作效率 ．问时也有拉地避免 了征收 的随意性，杜绝 了征 

收过程 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三是调动 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实行 

“三定”征收后 ，农民不饭知道 了何 时交，变什 么．交 多少，而且对 

奎村各户纳税情况也一清二楚。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各种臆彤 

负扛 ，保护 了农民的利益 ，激发 了农 民对土地授^和发展生产 的 

积极性。四是茂善 了干群关 系 由于征收方式曲变革．使 乡村干 

部从催粮要税 中解脱 出采 ，既减轻 了工作压力和工作量，卫减少 

了干郜与群立时正面冲突和直接摩擦 ，使 乡村干部能集 中精力 

投入刘指导生产和发展上采，幔干群关系得到了有救改善。“三 

定”征收 实施 采．奎县未发生一起干群冲突事件和群盘上访案 

件，未发 生一起抗税和税收行政复议案件。五是农业税童款得到 

规范化管理。实行“三 定”征收后 ，所有税款由征收机关 于征收 当 

日直接入库^户．挤占、挪用、赍污税费款等违浩违纪行为得到 

遏制 ．促进 了党风 、政风和 氏风 的根皋好转，促进 了农村 基层 政 

权的巩固和提 高。 

三 、几点体会 

首先 ．宣传要到往。这是 三定”征收能否顺利推行的基础c 

推行农业税 “三 定 征收方或 ，是 一项全新工 作，要实施奸 ，就面 

须秤到广大基层 干郜厦群盎的理解和支持。回此 。“三定 征 收工 

作一开始．就要克分刺用电视、广播、宣忤车、标语等各种形或在 

奎县 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舟 绍内容，扭舟典型 ，使“三定”扯 

收 办法 ，末喑 户晓．妇 孺皆知 ，深凡人心。也使广太干群懂得 为什 

幺实行 “三 定 征收，如何 实施 三 定”征收和 实行“三定”征收后 

有什 幺好北 ，进而统一认识，清除思想顾虑 ，激发广大千群理辉 、 

支持 、参与 三定 扯牧 工作热情。 

其次 ，领导要重视 这是“三定”征收能否顺利推行 的前提 

在教育广 大干部群众 的同时 。要花大力 气教育 乡镇 党政 负责i司 

志 ．要 求他 们从 讲政治高度 克分认 识 三定 ”征 收的必要性和重 

要意 义，尤其要从思想深处消睁 实行“三定”征收是不切 实际、率 

吼实行这一错误认识 ，切 实转变他们对改革农业税征管 的认识 

与做法 。嗣新方或 、新办法 、新 思路采代替老 习惯 、老 办法 ．正确 

指导新形势 下农业税收征管工作 要将“三定”征收工 作捶上 重 

要议事日程，严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度．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 

“三定 征收各项工作落到实北 ，确保不出问题 ，不出偏差。 

第三 ，操作要严谨。这是 三定”征收能否成井推行的关键。 

推行农 业税“三定”征收是一 项非常复杂 的工作 ，固此在操作过 

程 中必须 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从 一开始就要精心策划，做好相关 

工作 对整个农业税“三定”征收过程曲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和规定进行认真操作，规范严谨 实施 ．不能 留死 角和后 

道症，所做的每个细节都要能经评起政寰和法律的拴验．否刖， 

推行农业税 三定”征收就成为一句空话 

第四 ，执法要果断。这是 “三定”征收能否颠刺推行的保障 

征收 中，对无正 当理由拒不执行 三定 ”征收规 定的农户 ．在帮 

助、教育 、引导下扔无拉果的，要依据 有关法律 ，严格执 法，执行 

到位；对阻碍执行 ，̂＼务的要噩时制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坚决韫掉 钉子户”．咀此教育广大群焱． 

确保“三定”征 收工作健康腼刊开展 。 

(作者单位 ：安徽省和县政府办公室 2382oo) 

(上接第1o百)jl}、每一棵莱，每是农民用辛●的汗木按来的，l} 

儿i姗措 动戚果 2币易。这种形式应 在冀市近并发屡。 

3、花卉植特itt {[集多种花卉、经济植铀和舅赏植铀的品 

种．保存野生植物费穗和垮希植物．集生产、靖舞、瓢赏、游览等 

功能于一体。 

4、农业大观目 是一种以狂业景爱为基tit时舞台性焉光蒋 

蔸区。如i匣几年在焉山开屠的象花节，每年春季却吸引了周围大 

量啦蝣喜来此参观、簋游，桎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屠。同时． 

把宣传产品、变谵技术、 谈贸易与5jI光簋替矗，I一体。 

四 发展观光农业的意义噩展 望 

建瑷与发展舅光农生， 仅力游客摄供了|『的括 空同．嗣 

轻了倡期螭市^口压力，分渣了市区厦意蝣热点曲搏挤程度
，月 

时．对保护生矗环境．增棚土地鲢用藏益． tT境，发屠经济m 

■ 济 

具有重要的意义。曩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安蕾叉是一个农业太 

省．农 费 辊，I}富，发展舅光农 将促矗± 农tt 发屡， 

有利于 化产tt结构、促盘农丰}经济±面发 ，是 后农业开发 

的方自2一。 发屠氍光农业时 升 月车*独#∞ 潭 

势．以旅游市埔g求，I导自，开发Iti赴处充游绿色、耳境 ∞ 

乳光农tt ，把资薄优势转壹 经 tt势。目曾，女矗吾县、 

乡铺建立的大大小 的育科技示范围，皖南山区的茶目、山林． 

皖北地区的象届、撬国备是发展现光农业轾好的资薄和素材。 

但是，也蚰寮iI|蠢地看刊，观光农业是一]夏高投^，风脞桂 

较女曲打tt．1ii量又是一十经济发展 对落 馈，资金、 

验蟊柑对布 。目n．发展舅光农tt 寮 慎 费．要盘打 

丹地科学地姥证 ．才蘸付诸宴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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