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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农村提纲发表50周年，高举

农村提纲的旗帜，在农业生产中大搞革新，决定举行全国

农业部门分组长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为了早日迎来我国人民尽情过富

裕而幸福生活的那天，挥洒爱国汗水，献身奋斗，超额完

成粮食、蔬菜、肉类和水果生产计划的农业部门的模范分

组长和干部。 

我热烈祝贺大会与会者，并向遵循党的领导，坚守社

会主义农业战线的全体农业劳动者和农业部门的干部、诚心

诚意地支援农村的人民军军人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 

距今50年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发表《关于我国

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历史上首次指明了解决农村问

题的辉煌道路。金日成同志提出的农村提纲是对解决农

村问题所面临的所有理论实践问题，作出精辟解答的不朽

的经典著作，是我们党伟大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纲领。伟大

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是为

人民群众的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而建立的不可磨灭的

历史功绩。 

社会主义农村提纲发表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

设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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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农村胜利地推进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我国

农业劳动者的思想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

领域也有了巨大发展。今天，我国农业劳动者成长为用主

体思想、先军思想武装自己，紧密团结在党和领袖的周

围，为贯彻党的农业政策献身奋斗的社会主义农业战线的

可靠主人。农业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村庄焕

然一新，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农村，在文化生活条件上

城乡差别大大缩小了。由于农村技术革命得到大力推进，

实现了农业的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化，平整全

国的土地使之无愧为社会主义土地的工作大有进展，农业

的物资技术基础得到加强。 

在我国农村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是金日成同志提出

的社会主义农村提纲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的明显实证。由

于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不朽的

大纲，我国人民才得以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创造了光

辉的典范。 

农村提纲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不渝地高举前进的社会主

义农村建设的伟大旗帜。 

我们要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农村提纲提出的任务，在新

世纪农村建设中带来新的转变，最终解决农村问题。 

要在农村更加有力地开展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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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农村，对思想革命予以首要的关注，把所有农业

劳动者造就成为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武装自己，为社会和

集体利益，为祖国和人民献身奋斗，为国家农业发展而不

惜奉献纯洁良心和诚实努力的先军时代农村革命家。要使

农业劳动者具有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决的反帝阶级

意识，使他们视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为生命，并热爱她，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渗透活动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胜利建设我国人民盼望的社会主义文明国，最终解

决农村问题，就要在农村促进文化革命。要在农村高举全

民科学技术人才化的口号，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工

作，使所有农业劳动者掌握先进耕作技术，熟练地操纵现

代化的技术手段，让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在边工作边学习的

教育体系中学习。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农业劳动者尽情

享受文化情趣生活，更加文明地建设村庄，使之转变成为

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仙境。 

要适应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的要求，大力开展农村技

术革命，进一步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提高农业

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要促进农业的综合机械化和化学

化，缩小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将农民从繁重吃力

的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要巩固在农村水利化工作中已取

得的成果，同时要新建灌溉设施，积极采用先进的灌溉方

法，完善灌溉系统。 



 

 4

今天农业部门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种好庄稼，大

幅度增加农业生产。 

农业战线是社会主义保卫战的前哨，在社会主义经济

强国建设中须要集中力量的主攻方向。 

帝国主义不希望我国强盛，我们过好日子，他们就进

行种种卑鄙的阴谋活动，企图加强对我国施压和经济制

裁，以使我国人民面临粮食危机，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

念。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种好庄稼，圆满解决人民的粮食问

题、吃的问题，粉碎敌人反朝、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我国已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只要种

好庄稼，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任凭敌人怎样进行疯狂活

动，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还是坚如磐石，我们也能随心所

欲、信心百倍地进行革命和建设。 

农业问题如此重要，因此，我们党将农业战线规定为

经济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号召农业部门在今年社会主义

强盛国家建设中高举革新的火炬一马当先冲在前面。 

农业部门要在社会主义农村提纲发表50周年的今年，

种好庄稼，一定完成党和国家提出的粮食生产任务。还

有，从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2015年起要占领更高

的粮食高地。 

要在大大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在蔬菜、畜产和果木

等农业的所有部门进行新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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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大增加农业生产，就要根据党的农业政策和主体

耕作法的要求，靠科学技术种田。 

主体耕作法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创造并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主体耕作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们朝鲜

式耕作法，在任何不利的自然气候条件下都能够获得高产

稳产的优越的科学耕作法、集约耕作法。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把金日成同志付出莫大的辛劳亲

自缔造的主体的、科学的耕作方法命名为主体耕作法，并

积极领导贯彻它的斗争。金正日同志洞察到发展的现实

要求，提出更加切实体现主体耕作法的先军时代党的农业

革命方针，开辟了解决农业问题的新的活路。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我国，增加农业生产的根本关键是

按照党的农业政策和主体耕作法的要求靠科学技术种

田，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产。 

农业部门要大力开展以科学技术的方法种田的斗争，

当前，在平原地区平均每公顷生产8吨以上粮食；在中间

地区、山区平均每公顷生产5吨以上粮食。 

首先，要加紧进行种子革命。 

农业生产，基本是种子。农业部门要把种子问题作为

重要环节来抓好，为解决种子问题予以首要的关注。要找

出在我国气候土壤条件下，既产量高，又少需肥料，生长

时间短，耐旱抗风雨、病虫等各种灾害的品种。在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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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量研制优良品种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从国外引进

并采用高产品种的工作。 

要改进采种工作。农业部门要依靠科学技术搞好采种

工作，根据地方和合作农场的需要圆满生产并提供优良种

子。要根据科学种田时代的要求，建设现代化种子加工

厂，建立对所有种子综合性地进行精选、选别和包衣处

理，并把它供给合作农场的体系。 

耕作方法要进行革新。 

在农业中增产的重要潜力在于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趋

势，革新耕作方法。 

要本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安排好作物和品

种，以科学技术的方法搞好田间管理。 

要根据地区特点和自然气候条件，安排好作物和品

种。在稻子和玉米收成好的地区，要以种稻子和种玉米为

主，在土豆收成好的地区，要以种土豆为主，用这种方式

大量栽培当地收成好的作物。每个地区、每个农场的自然

气候条件各不相同，在一个农场里，每块农田也有差异，因

此，要科学地分析研究种植何种作物和品种才有实利，然后

安排最合适的作物和品种。 

合作农场要按每个农业生产过程做好准备，以此为

基础，及时保质地搞好耕作。要防止出现以农业生产要

保障时机为由，不考虑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和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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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律往下压到什么时候为止做什么的现象。 

在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中，靠科技施肥是很重要的。要

运用适应农作物的特点和生长阶段的有效的施肥方法，用

少量的肥料生产更多的粮食。要在农业生产中消除依赖氮

肥的现象，配合得当地施磷肥、钾肥、硅肥和各种微量元

素肥料。合作农场要从用眼估计和掂量进行管水、施肥和

撒农药等的旧方法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以科学的测量和分

析为基础的先进的田间管理方法。 

要广泛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技术。 

现在，农业部门研究并采用既少用种子、劳力和农业

生产材料，又大大提高产量的各种耕作方法，要大力推广

这个方法。合作农场要积极采用实践证明其优越性的靠头

两茬和多层栽培的两熟制和三熟制方法，以粮食对粮食、

粮食对土豆为主，科学精心地进行粮食对蔬菜、粮食对经

济作物的栽培，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要积极提倡有机耕作法。 

大量生产和利用有机肥料是有机耕作法的根本。现

在，农业部门的干部当中不少出现了认为没有化肥就无法

种庄稼的倾向，这是错误的看法。只要土地有机成分多，

即使施少量化肥，也能种好庄稼。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也

正朝着不用化肥，而用有机肥料种庄稼的方向走。 

要想使土地肥沃，持续性地提高单产，就要把大量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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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运往农田。堆肥生产就是粮食增产。农业部门要致力于

堆肥生产，平均每公顷施20-30吨以上的优质堆肥。合作

农场要全部挖掘并利用家畜排泄物、城市垃圾、草肥、河

泥等堆肥资源。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以在土地上放补剂的意思命名的

腐殖酸肥和有机复合肥料是高效的有机肥料。农业部门要

致力于腐殖酸肥生产，牢固地建立有机复合肥料生产基

地，增加生产。 

要树立农产和畜产的环形循环生产体系。只要树立

农产和畜产的环形循环生产体系，就能增加畜产品的生

产，也能用家畜的排泄物生产优质的肥料，提高粮食产

量，好处多。合作农场要坚持狠抓并切实贯彻党关于树

立农产和畜产环形循环生产体系的方针，搞活畜产，增

加粮食生产。 

要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农业科学研究部门要把研究工作集中于圆满解决种子

问题、耕作技术问题、新的农业机械研发问题等贯彻党的

农业政策所面临的科学技术问题。农业部门的科学家和技

术人员要怀着以科技硕果高高堆起丰收谷垛的爱国心愿，

把在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种子抓好，把研究工

作有定向性地、顽强地进行到底。 

要把农业科技成果及时运用于生产。农业部门要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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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陈旧的经验和忽视科学技术的倾向，把科研成果积极

运用于农业生产。 

要增加农业生产，就要保护耕地，扩大谷物栽培

面积。 

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生产手段，是将一代又一代留给后

代的国家的宝贵财富。农业部门要致力于土地保护工作，防

止耕地流失的现象。要经常认真扎实地进行植树、河川治

理、构造物维修与管理，防止出现农田因汛期的洪水而受

淹或流失的现象；要有计划地推进坡地的草堤梯田建设，

保护耕地免受自然灾害。同时要将因洪水流失的耕地恢复

原状，积极进行恢复在地籍图中消失的土地的工作。特别

要防止出现挪用、荒废土地的现象。要整顿纪律，整顿秩

序，以防止出现擅自侵犯或挪用农田等非法现象，并加强

对这种现象的行政、法律管制。要继续致力于围垦海涂扩

大新土地的工程，并用各种可行的方法扩大耕地面积。 

林农复合经营方法是有效利用林地增加粮食生产的好

方法。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说，要把所有的山转变成为吃

的和穿的都能产出的黄金山、宝物山。市、郡要选好地

方，广泛组织和开展林农复合经营，增加粮食生产，促进

每座山的森林化。 

农业部门要把农业生产结构改进成以粮食为主的生产

结构，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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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要尽量缩小非

谷类作物栽种面积，增加水稻、玉米栽种面积。内阁要全

面审查农业省以外的单位所拥有的耕地利用情况，并按土

地分别制定粮食生产计划，让他们无条件地完成。 

农业部门要大力开展靠自力种地的运动。 

农业生产的主人是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农业劳动者。靠

自力种地是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农业劳动者应尽的责任。在

当今情况下，合作农场靠自力种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但绝

不是不可能的。印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

领导足迹的许多样板合作农场，增强农场员的自觉性与积

极性，周密细致地安排所有农业生产过程，靠自力超额完

成粮食生产计划，增加农场员的分配量。所有合作农场要

学习样板合作农场的经验，积极进行靠自力种地的工作。 

分组是在农业发展和农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农村基

层单位。 

只有提高分组的作用，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才能

在农业生产中大搞革新。 

要高度发挥分组管理制的优越性。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造的分组管理制是让农场员

热爱集体经济，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生产与管理的出色的

生产组织形式和优越的管理方法。实践如实地证明了分组

管理制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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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要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正确实施分组管理

制，以使农场员增强责任心，高度发挥创造积极性。要按

照分组管理制的要求，明确农场员管理土地、完成农业生

产过程、完成生产计划的任务，并及时认真加以总结，使

农场员都以主人翁的自觉和高度的积极性恪尽职守。最近

为增强农场员的生产积极性，要求在分组管理制下实施农

田分担责任制，合作农场要切合实际正确地加以运用，使

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生命力。 

实施分组管理制，重要的是彻底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

则进行分配。在分配中，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毫

无关系，它起着使农场员的生产热情低落的有害作用。每

个分组要按照劳动的质和量，及时正确地评定农场员的工

分。还有，要根据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要求，将从分组生

产的粮食中扣除国家规定的一定份额以外的粮食，按每个

农场员的工分以实物为主进行分配。要这样做，就要消除

不考虑农村的现实条件，盲目地把粮食收购计划订得高，

或者向超额完成粮食生产计划的分组以各种名目多征收粮

食，致使农场员的生产热情低落的现象。国家要正确地评

估国家的粮食需求量、农民的利害关系和生活上的要求，以

此为基础合理地制定粮食义务收购计划，以使农业劳动者

满怀信心，努力奋斗。 

要增强分组长的责任心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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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社会主义农村阵地方面，分组长是我们党依靠

的农村骨干，是组织和进行分组农业生产和管理的农村基

层指挥员。党的农业政策能否得到贯彻，分组管理制的优

越性和生命力能否得到发挥，都取决于分组长如何执行自

己的任务。 

所有分组长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把农业部门分组长

大会作为今年第一次大会举行的意图，认真负责地执行分

组长的任务。 

第一、分组长要成为我们党农业政策和主体耕作法的

积极拥护者、宣传者和执行者。 

分组长要把党的农业政策和主体耕作法作为最正确的

行动指南和坚定的信念，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坚决拥护

它。分组长要比任何人都更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党的农业政

策和主体耕作法，并积极给农场员解释和宣传。分组长要

根据党的农业政策和主体耕作法的要求进行所有耕作，将

分组所承担的生产任务视为国家的战斗命令，不折不扣地

加以完成。 

第二、分组长要成为认真负责、创造性地进行分组农

业生产和分组管理的分组的真正主人和老练的指挥员。 

分组长要切合分组实际，有远见地制订农业生产进程

计划，周密安排劳力和工作，及时保质地完成耕作。分组

长要有成为底肥迎来丰收的秋天的觉悟，早上首先踏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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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下地，晚上比别人晚睡觉，带头干在分组农活中最艰

巨、最繁重的活儿。分组长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进一步做

好分组管理，要时刻动脑筋、多思考。分组长要消除主观

片面和独断专行，发动分组员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不断

改进分组管理。 

第三、分组长要成为精通所有农活，掌握现代农业科

技知识的新世纪真正的庄稼把式。 

分组长要成为在农活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掌握现

代农业科技知识，熟练地操纵各种农业机械的人。分组长

要对新事物敏感，锐意进取，大胆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

方法和好的耕作经验。 

第四、分组长要成为精心保管、爱护和管理农场共同

财产的好管家。 

分组长要和分组员同心协力，像爱护自己的财产一

样、像疼爱自己的亲骨肉那样珍惜、爱护和管理土地、农

业机械、耕牛和农业生产器材。分组长要使所有分组员具

有自己是集体经济的主人的高度自觉，以主人翁的态度参

加生产和管理，防止在他们当中出现不珍惜或浪费农场财

产和生产物的现象。 

第五、分组长要成为像亲骨肉般地关心和照顾分组员

的分组的大哥、大姐。 

分组长要不分亲疏，好好照顾性格、嗜好和水平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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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分组员，做好他们的工作，让所有分组员都成为社会主

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分组长要真心为分组员着想，在想自己

家事之前先考虑分组员的生活，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分组

长始终要以礼相待分组员，和他们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乐

观地生活，从而让分组员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分组长”。 

我们党对农业部门分组长的信任和期望是很大的。所

有分组长要成为认清分组长自己的任务并彻底加以执行，在

农业生产中大力掀起革新热潮的农村的先驱和旗手。 

要加强国家对农村的支援。 

支援农村，是农村提纲提出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基

本原则之一。离开国家对农村的支援，就不能实现农业科

学化、现代化，也不能不断增加农业生产。 

国家要增加对农业部门的投资，改进物质保障工

作。在国家对农村的支援中重要的是，及时保障农业生产

所需的肥料。肥料就是粮食。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和兴

南肥料联合企业是给社会主义农业战线提供弹药的兵工

厂，要给他们提供电力和煤炭，使他们在高水平上实现肥

料生产的正常化。在生产氮肥的同时，要生产和提供磷

肥、钾肥、硅肥和各种微量元素肥料。要向农村大量提供

拖拉机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并按照农业生产进程充分保

障电力、燃油、薄膜和农药等农业生产材料。 

要用劳力支援农村。农业的机械化还没有达到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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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全国要努力用劳力支援农村。要

根据地方和合作农场的实际，合理安排用劳力支援农村的

工作，使农村支援者站在和农民一起负责农业生产的立场

上，认真扎实地搞好农业生产。在加强对农村的支援的同

时，要防止出现把合作农场的劳力和农业生产设备挪用于

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其他事情的现象。 

要增强内阁和农业领导机关的作用。 

能否集中一切力量在农业生产中带来转变，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内阁和农业领导机关的作用。 

内阁要根据党在强盛国家建设中重视农业战线的意

图，本着向农业集中力量的原则，周密安排经济作战、组

织工作和指挥，并及时解决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不要以

国家的经济情况困难为由，用只给下级制定计划并坐在办

公室督促的方式进行对农业部门的保障工作，而是要深入

到生产现场去，了解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 

农业领导机关要无愧为农业战线的负责人，认真负责

地指导农业生产。要在农业指导工作中彻底根除根深蒂固

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农业领导机关要在农

业指导工作中把技术指导作为基本狠抓，推广先进耕作技

术和方法，严格要求合作农场用科学技术进行所有农活，

并扎实地帮助他们。 

要加强党对农业部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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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要拥护和发扬光大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为我国农业发展建立的不可磨灭的业绩，使党务工作

转向贯彻党的农业政策方面。 

党组织要切实进行激发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劳动者的精

神力量的政治工作。 

农业增产的关键在于积极激发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农业

劳动者的精神力量。党组织要使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劳动者

心怀金正日爱国主义，把它彻底落实到实践活动中去，学

习上一代农民在激烈的战争炮火中保障战时粮食生产的英

雄的斗争精神。党组织要把政治工作的舞台转移到农田，有

力地进行生产鼓动工作，鼓起农场员的热忱和气势，使全

农场的田野以粮食增产斗争沸腾起来。 

要在农村创造样板单位，并使所有单位大力展开赶超

样板单位的竞赛。创造样板单位，把它作为火种推广到其

他单位，这是我们党传统的工作方法。党组织不要采用帮

助单位的方法，而要以推动单位，使它靠自力成为样板单

位的方法，开展创造样板单位的工作，并使所有单位积极

展开赶超样板单位的竞赛。在合作农场内也要创造样板作

业班和样板分组，并使其他作业班和分组大力掀起赶超该

单位的竞赛热潮。 

在切实贯彻党的农业政策，解决粮食问题方面，郡党

委员会的位置和作用是很重要的。郡党委员会最重要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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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在本郡搞好农业生产。郡党委员会要积极带动郡合作

农场经营委员会等行政经济机关的干部，使他们以高度的

责任感切实进行旨在农业部门大搞革新的作战和指挥工

作，及时纠正所出现的偏向。郡党委员会要周密安排党的

领导，使农村的所有党组织对农业集中力量，坚决完成各

自单位担负的农业生产任务。 

要建设好分组长队伍。党组织要以忠于党、爱国心

强、掌握技术知识、能干的人组成分组长队伍，帮助和引

导他们以粮食增产报答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殷切期望。 

我坚信农业部门的所有干部和劳动者满怀胜利信

心，高举社会主义农村提纲的旗帜，在农业生产中带来

新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