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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长期以来制约县域发展的短
板。县域经济要均衡发展不能少了乡村
经济这条腿。伴随新农村建设的加速推
进，县域发展的产业基础、人力支撑和
基础设施如何在乡村夯实？记者前往多
个县域进行了采访。

“一村一品”，向村域产
业要特色

随着春节临近，江西省永丰县佐龙
乡留北坑村的菜农们越发忙碌。他们采
摘留棚过冬的秋延辣椒，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留北坑村曾是贫
困村，在新农村建设中，该村大力发展
大棚蔬菜、葡萄等特色产业。如今的留
北坑村彻底改变了以往“脏乱差穷”的
落后面貌，在当地成为“有文化说头、
有休闲玩头、有发展奔头”的专业村。

永丰县优化产业布局，规划建设了
“一园三带一区”5 个富民产业辐射圈。
目前全县蜜柚、绿色蔬菜、高产油茶、
白莲等特色产业面积达 91.2 万亩，全县

“一村一品”专业自然村达 1000 多个，
产业乡镇覆盖面达 100%，基本实现了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通过发展休闲
农业、精品农业、高效农业等乡村产
业，实现村民小组有家庭农场、行政村
有合作社、乡镇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格
局，搞活了一方经济。

西部地区的农村应选择什么样的产
业？这是长期以来困扰西部地区县域发
展的命题。四川省蒲江县地处成都西
南，是典型的西部丘陵山区县。近年
来，蒲江县外出务工农民九成回流，昔
日德泥墙草房变成了如今的独院别墅，
田野里满是葱葱郁郁的茶树和猕猴桃
树。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横向拓展农业
功能，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一二三
产 业 融 合 ， 以 加 工 业 带 动 “ 接 二 连
三”、以旅游业带动“隔二连三”，壮大
了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

截至 2016 年，全国各类专业村达
到 5.8 万个，专业村农民人均收入比全
国农民人均收入高出 16%。从行业布局
看，从事蔬菜、水果、茶叶、花卉 4 大
产业的专业村数量占到专业村总数的
54.8%，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各地还培
育出精通种养技术的技能型农民、外出
务工的劳务型农民、以返乡青年和产业
大户为主的创业型农民、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的创新型农民。

“我国多数县域的农村自然资源丰
富，有各自的优势，具有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发展的潜力。关键要做好特色文
章，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农业
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县域经济发展要
有产业支撑，要因地制宜，发展有特色
的优势产业，如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

业、乡村旅游等。要努力构建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使其成为新
农村建设强大的内生动力。

“两区同建”，让人进得
来留得住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空心化日
益凸显。如何把人力资源留在县域，稳
在乡村，让县域经济不失血，成为一道
难 题 。 2015 年 ， 中 办 、 国 办 印 发 了

《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各地积极推广农村新型
社区和产业园区“两区同建”模式，实
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和新农村建设同步
发展。

陕西省府谷县皇甫川园区的最初定
位是“煤化工产业园区”。近年来煤炭
走弱，园区转型发展“综合服务区”

“工业区”和“高效农业示范区”3 大板
块，以工业反哺农业，推动新农村建
设。通过百企带百村、一企一园等途
径，推动周边村镇发展蔬菜种植、禽畜
养殖、副食品加工和运输、住宿、餐饮
等配套服务业，并促使部分村民进入现
代化社区，开始集中居住。

在山东高青县，随着农民进城务
工，农村面临空心化问题。对此，当地
建设农村社区，提高对人口的接纳能
力，同时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农民务工
就 业 。 目 前 ， 全 县 发 展 农 村 社 区 45
个，建设安置房 121万平方米，5600名
群众搬迁入住。青城镇的游园社区由 4
个村的 360 多名农户组成，社区大多数
居民的工作地是离社区不远的“汽车刷
小镇”。

高青县的青城镇、木李镇历来有制
作汽车刷的传统，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
规模。2014 年，该县打破行政区划界
限，建设汽车刷产业园，吸引制刷企业及
农民工入园。目前，占地 150 余亩的汽
车产业园已经建成，特色小镇初具规
模。与之类似，该县还有渔具小镇、黑牛
小镇、光伏小镇等特色小镇。“生活在我
镇城乡社区的居民，户籍不一定是我们
青城镇，但我们一视同仁，履行好我们的
管理职责。”青城镇党委书记孙秀娟说。

“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农村社
区化建设也不能一刀切。”中央党校研
究员曾业松认为，对地处城镇规划区的
村，要逐步使农民进入现代住宅小区，
融入城镇变成市民；地处城镇规划区外
的工业经济村，可建立工业小区，加快
发展二三产业，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地
处农业发展功能区的村，可以根据山水
自然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建设生
态型社区；有历史文化遗址的村，可建
设保护型古村社区；没有特殊资源的村
庄，可以通过整治改造，改善生产生活
环境，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美丽乡村”，促设施和
服务齐升级

根据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府谷县
高标准建设了一批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
重点中心城镇，同时撤并 1/3 弱小村、
培育发展 1/3 中心村、重点抓建 1/3 富
裕村，优化了村庄空间布局，形成了以
重点小城镇为纽带、以新农村社区为节
点的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发展格局。同
时，推进新村改造，有步骤地推进水电

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各地

还发力公共服务，促使新农村建设实现
由“物”到“人”。春节假期，高青四中的
学生贾正元随爸妈从县城回乡和奶奶过
年。“俺有两个家，平时住城里，节假日或
农忙回乡下。”坐在刚买不久的小轿车
里，贾正元喜不自禁。能在县城读书，得
益于该县实施的“初中进城”工程。如
今，该县成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初中进城”全面铺开，全县约 10
万名学生实现了进城读书梦。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不同地区
的新农村建设进度差别很大。2013 年
起，农业部实施美丽乡村创建，用 3 年
时间组织创建了 1000 个“美丽乡村”
试点。通过努力，许多村庄基本告别了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 2015
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对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作出部署，
出台了一系列在农村进一步消除盲点、
扩大覆盖、提升水平和推进并轨的举
措。目前，全国多数村庄开展了规划建
设试点，农村用电更方便了，道路更畅
通了，房子更整齐了。

面对县域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的新变
化，如何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确
保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专家认为，
要用财政杠杆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
设。鼓励其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在
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对于政府主导、财
政支持的农村公益性工程和项目，可采
取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
式，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建设、管
护和运营；对于能够商业化运营的农村
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

乡村补短板 县域添后劲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乡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县域经济发展要有产业支撑，就离

不开利用自然资源，发展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的农村；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

源，就离不开农村社区对人口的接纳和

吸引；县域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就离不开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奉节县位于长江三峡腹心，是重庆
市旅游大县。近年来，奉节凭借优质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诗城文化，发展
旅游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几年，奉
节将通过“三峡之巅”旅游品牌的打造
和引进张艺谋导演的 《归来三峡》 山水
实景演艺，以及“三峡第一桌”美食品
牌的推广，推进全县旅游发展由“景区
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

县委书记杨树海表示，奉节旅游的
重点项目在分布上以全域旅游为统领，
分重点、分主次、分时序，始终围绕

“三峡之巅”来全力推动白帝城·瞿塘峡
景区的提档升级、功能完善、价值提升

和营销策划，重点推进山水实景演艺项
目和三峡之巅观景平台，充实夜晚旅游
产品，充分展示厚重的三峡文化和诗城
文化，打造文化旅游高地。力争用 3 年
时间建设 56 个旅游及相关配套项目，到
2020 年，全县接待游客达 1500 万人次
以上，旅游总收入 70亿元。

除了打造推广旅游品牌，奉节还组
织开展奉节脐橙美食文化节暨旅游产品
展示展销活动，弘扬美食文化，促进全
县文旅商贸等产业的繁荣。

记者在 2016 年奉节脐橙美食文化节
现场看到，奉节传统民间养生美食吸引
了诸多游客。

“这可是起源于我们县的三峡第一桌
哟！”看到游客纷纷询问，市民王女士高兴
地向周围人介绍，盬子鸡又名紫阳鸡，发

源于奉节，它以高山松柴熏制的老腊肉和
农家土鸡，再辅以陈年“大头菜”，用特制
盬子汽蒸而成，距今有上千年历史。该菜
品已被列入重庆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成为渝东美食的地理风向标。

据了解，每年一度的文化节上，市
民不仅可以体验三峡第一桌美食盬子
鸡，还可以享受传统山里农家风味美食
斑神仙豆腐、传统汉族民间美食夔门醉
虾、奉节脐橙等。

奉节县副县长李忠夔告诉记者，奉
节县通过弘扬美食文化推进全域旅游和
商贸繁荣，并助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通过举办展会，让奉节美食飘出三峡夔
门，飘向五湖四海。

目 前 ， 奉 节 县 拥 有 6 个 标 志 性 符
号：一座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首批 4A 级景
区白帝城；一张钱——10 元人民币背景
为夔门；一个坑——世界最大的天坑

“小寨天坑”；一条缝——世界最长的地
缝“天井峡地缝”；一条河——世界最长
的地下暗河“龙桥河”；一个字——汉字
中奉节的专用字“夔”。

奉节旅游局局长邹远江说，未来奉
节将以白帝城瞿塘峡和天坑地缝两大景
区为核心，建成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上
的生态文化型旅游度假名城，全面打造
集体验、观光、休闲、度假、养生、探
险为一体的高品质景点环绕的旅游景区
集群。将天坑地缝创建为世界地质公
园，将白帝城大遗址创建为世界文化遗
产，将白帝城和天井峡创建为 5A 级景
区，切实推进全域旅游。

重庆奉节：

由“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下了高速，本想赶赴别
处，谁想走到这个临海、依
山、靠河的小村子就不想动
了。村子的建设太好了，洋
气又大气，真是个理想的休
闲地！”前来投宿的天津游客
对西古城村大加赞誉。

全省县市党政观摩团、
承德县民宿考察团⋯⋯连日
来，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
西古城村不仅宾客盈门，而
且迎来了多批慕名前来学习
的访客，让村民们着实引以
为豪。

如今，联峰山、戴河水环
抱下的西古城村，已成为北
戴河区众多乡村中的翘楚。
这里村庄整洁、绿荫如盖，小
楼、别墅平地起；这里管理规
范、产业新兴，村庄、企业共
繁荣⋯⋯西古城村从内到外
都在转变，以最直观的方式
展现出全新的乡村生活。

8 年前的西古城村，曾
经垃圾乱倒、污水横流、缺树
少绿，路不平、灯不明，村集
体负债经营，村民依靠打工、
种地、小本买卖维生⋯⋯

2006 年，区、镇巧搭“鹊
桥”，集发公司与西古城村实
现了联村共建。不是简单地

“穿衣戴帽”、大拆大建，而是
时时处处强调村域科学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在新农村建
设中，西古城村避免了千篇一律，体现了“现代骨、传统
魂、自然衣”的特色。

短短两年间，西古城村不仅建设了具有古城韵味的
城墙，还建成仿欧式建筑风格住宅楼 36 栋、独栋别墅
100栋、联体别墅 67栋，人均居住面积达 30平方米以上，
水、电、暖、污水管网齐备，楼间道路全部硬化，楼间空地
铺设草坪 7000余平方米。

美丽需要时刻维护，长效自治才是良方。
能否将集发公司的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村庄管理，筑

牢村民自治、自觉、自立的堤坝？西古城村两委经过深入
思考，决定予以实践。

西古城村采用“金字塔”式管理方式，将全村划分为
6 大片区、18 个村民小组，村党支部负总责，村两委 8 名
委员和群众推选出的 36 名村民代表分别负责管理。每
个两委委员管理一个片区，每 2 名村民代表管理一个村
民小组 20 多户村民。实行逐级负责制，每天进行督导检
查，奖罚分明。

举措刚推行时，一些村民不服气、个别村干部也不理
解。偶尔随手扔了垃圾要挨罚、畜禽乱跑要挨罚、柴草乱
堆要挨罚、泼盆脏水要挨罚，还连带着主管村干部一起
罚。“他家泼脏水，关我们村干部啥事？一开始是真不理
解，被罚的村民也怨声载道。几个月以后，村庄环境越来
越好，村民住着舒服，年底优秀村民还有奖励，大家也就
自觉遵守规定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张瑞贤对记者说。

如今的西古城村，村民都自发、自觉地维护村庄环境
秩序。过去满墙的小广告、遍地的垃圾、乱堆乱放的杂物
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粉刷一新的
墙面、争奇斗艳的花朵，还有热情、淳朴、诚信的村民。

在西古城村，集群式、规范化、自主风格的民宿经营
模式悄然形成。由早期的 7 家散户民宿经营个体，发展
为如今的 101户集约经营片区。

“除了民宿别墅硬件上的吸引，村企的联合促销和精
细化服务也是重要原因。”张瑞贤介绍。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入住西古城村民宿的游客，都能享受到集发观光园
旅游第一天半价，第二天、第三天免费入园政策。

为提升服务水平，西古城村在民宿中创新开展了“小
菜园、小养殖、小厨房、小歌厅、小乐园、小餐厅、小卖店、
小导游”为内容的“八小”工程，村里供给每户半亩地建采
摘园，让游客尽享田园乐趣；停车场免费停车，并提供 24
小时巡逻看护；设立村民中心和民宿接待中心，开通 24
小时投诉电话；每年至少两次邀请专业老师针对餐饮服
务、接待礼仪、法律知识、网络营销等进行指导培训。

如今，热情好客、诚实守信的西古城人已成为游客心
中的“金字招牌”。高峰时期，一个 400 多户的村庄一晚
能够容纳 3000 多名游客，网上订房和回头客占接待量
的 80%以上。

不仅如此，村里将 773 亩农用地流转入集发公司，农
民每年不仅可以获得租金收入，村内不少剩余劳动力还
进入集发蔬菜基地当上了“农业工人”。

北戴河以

﹃
现代骨

、传统魂

、自然衣

﹄
为特色

—
—

村企联合共建新农村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宋

硕

眼下，各地正在进行形式多样的新农村建设，受到农

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也有不少地方以为新农村建设就

是迁移新型社区、增设活动设施等。在具体开展什么项

目、进行哪些建设方面，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见而

简单拍板决定，导致一些项目实施后，农民参与度不高。

一些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缺乏入住热情。

新农村建设要由“千村一面”向“各美其美”迈进。有

差异才有多样化，如果把新农村都建成高楼大厦，到哪里

去寻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园风光，到

哪里去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意境？城

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不是搞所谓“去农村化”。城

镇和农村应当和谐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巨

大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

目前来看，城镇化要加快推进，但新农村建设也不能

忽视。只有推进新农村建设，才能让农村成为农民幸福

生活的美好家园。既传承保护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又充

分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既打造亿万农民同心共圆中国

梦的幸福家园，又建设城镇居民望山看水记乡愁的美丽

乡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

新农村建设需因地制宜
农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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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⑤

④④

③③

②②

①①

④ 高青县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垃圾经清

理分类后通过各镇的垃圾中转站运往县城垃圾处理中心，再运抵淄博

热电厂焚烧处理。图为环卫工人运送垃圾。

⑤ 府谷县新民镇芦草畔村新农村建设一景。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① 青城镇游园社

区居民分房情景。

② 永丰县佐龙乡

留北坑村一景。

③ 府谷县高庄则

村的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