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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三农”工作的总纲领，是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的总抓手。要把这项事关国家现代

化建设大局和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

好事办好办实，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首先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1.2%，与发达国家 8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我国的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在新型城镇化没有完成之前，我国总体

上仍处于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的阶

段，仍有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年富力强、素质

高的人口向城市转移，部分资源要素仍会从

农村流向城市，这给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带来

重大挑战。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人的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最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

为此，要妥善处理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关系，避免发生“抢人”大战给两者带

来“误伤”。一方面既要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落户定居，全

面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又要鼓励和培养

一批愿意从事农业、扎根农村的职业农民，吸

引那些走出去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

同时还要引导科技人才和工商企业家下乡整

合乡村要素资源，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同步发展。

其次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农业

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农业农村现代

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大的短板。实施

乡村振兴，毫无疑问需要发挥政府的推动作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做好顶层设

计，强化规划引领，制定落实好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谋划建设一批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二是按照干部配

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

上优先安排的原则，推动公共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配置。三是着力构建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同时，要注重

发挥市场的作用，坚持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特别是在产业发展方面，要推

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化改

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价格指挥棒引导城乡资源合理

配置、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传统主要由

政府和村集体组织投入建设的领域，积极探索引入PPP等模式，形成市场化

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再次是短期成效和长远目标的关系。乡村振兴涉及面广、任务艰巨，

需要经过长期努力，因此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要坚持问题导

向，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加快补齐农村水、电、道、气、讯等基础

设施，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短板，让广大农民

群众尽快有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中长期，要坚持目标引领，按照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

从构建体制机制着眼，重塑中长期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激发各方面携手

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活力，稳扎稳打，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最

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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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浇地能愁死人，10亩地至
少需要 2 个壮劳力不分昼夜连浇 3
天。比如小麦，正常情况下一茬得浇
4次水，全家一年到头都在为浇地发
愁。”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留固镇程新
庄村党支部书记程新文说：“现在机
井通电了，麦地里埋了地埋管，一刷
电卡水泵就自动抽水浇地，一个妇女
就把活干了。”程新庄村的改变得益
于“井井通电”台区的建设，滑县利用
2016 年井井通工程资金实施改造，
共投资 8.33 万元，新建台区 1 个，配
变容量 100 千伏安，通电机井 6 眼，
灌溉面积330亩。

2016年我国新一轮农网改造工
程启动以来，像程新庄村一样受益的
地区还有很多。

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农村机
井通电和贫困村通动力电，是我国新
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中的 3
项重点任务。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
局获悉，截至目前，三大任务已全部
完成，标志着新一轮农网改造取得阶
段性重大进展。

供电不再“卡脖子”

通过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实现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强

弱项

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是
加快补齐农村重要基础设施短板、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
要内容，也是打赢扶贫攻坚战和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6年 4月开
工第一批新农网改造项目。根据国
务院部署，国家电网新一轮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总体 5 年完成，包括

“井井通电”工程、小城镇 （中心
村） 电网改造升级、村村通动力
电、光伏扶贫项目接网工程、西部
及贫困地区农网供电服务均等化等
7方面任务。其中，前3项任务计划
2017年底完成。

截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国家电
网完成了经营区内 153.5 万眼平原
地区农田机井通电，实现了平原地区

“井井通电”目标；实现了 6.6万个小
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全覆盖；
完成了 7.8 万个自然村新通动力电
及改造，实现村村通动力电目标，受
益人口达 1.56 亿。这意味着，国家
电网公司提前3个月完成了“两年攻
坚战”中的全部3项任务。

2016 年以来，南方电网公司也
通过实施小城镇中心村农网改造升
级等新一轮农网改造，实现农村基础
设施补短板、强弱项，重点解决农村

电网供电“卡脖子”、低电压等问题。
国家电网公司新闻发言人王延

芳表示，通过这些工程的实施，国家
电网公司经营区内农村地区供电能
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新改造村镇
户均配变容量提高到 2.64 千伏安，
供电能力提升65%，农网供电可靠率
和综合电压合格率分别达99.808%、
99.677%。

农民致富更有底气

充足的电力供应为农民种地

及发展多种产业提供保障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3 年
前，东坝头乡张庄村的驻村干部在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
话，“张庄村距离黄河较近，黄河沙
滩面积开阔，紧靠黄河大堤绿色长
廊、百亩鱼塘，且交通便利，可以
逐步形成渔家乐、农家乐、自助烧
烤公园、番茄采摘等乡村旅游产
业”。然而，由于电力不足，这些蓝
图当时还只能是空想。

2016 年以来，国网兰考县供电
公司大力实施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农
村供电紧张和可靠性低的状况得到
根本改善，也为贫困户脱贫增收提供
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如今的张庄村，满眼见到的都
是整洁的小院、干净的厨房、温馨
的客房。见到记者，一家农家乐的
主人龙庆国笑着迎了出来，“没有充
足的电，我们的农家乐不会这么红
火”。

张庄村村民过去谋生都靠种
地，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如
今，龙庆国的农家乐年收入四五十
万元。像龙庆国这样的村民不在少
数，具有乡土特色的农家乐已经由
点成面，31个农家小院向游人敞开
了大门。

为农村繁荣注入动力

农村供电“最后1公里”问题

的解决，有效改善了农业农村生

产条件

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解决了农村供电“最后1公里”问题，
提升了农村地区电气化水平，有效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助农民增收节支。

记者了解到，在 2016 年国家电
网完成新通和改造动力电任务的地
区中，每个自然村平均新增农副产品
加工、养殖等各类企业 4 个，人均用
电量较上一年度增加 95.5 千瓦时。
工程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
力，有力拉动了全社会消费和投资。

据统计，仅在新改造地区农村机
电设备和家电消费规模就达 221.4
亿元。2016年以来，国家电网农网改
造升级地区家庭新增空调 599.3 万
台、冰箱411.4万台、洗衣机376.1万
台，电视机 357.3 万台、电炊具 515.9
万台、电动加工设备74.1万台。

一系列工程的实施，有效助力了
农民增收节支。数据显示，国网小城
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和村村通
动力电工程，使农村新增农产品生产
加工场所 25.6 万处，发展农副业及
旅游业年均增收513.8亿元。

实施西藏、新疆等地农网改造，
使边疆地区农牧民群众充分感受到
党和国家的关怀。西藏那曲地区班
戈县啊雄村村委会仓库内，有满满一
货架的酸奶包装箱，10 台崭新的冷
藏设备以及牛奶加工工具。“因没通
大电网的电，这些设备买来后就成了
摆设，借此成立合作社的计划也因此
搁浅。通上大电网的电后，合作社可
以开张了，生产的牦牛酸奶等产品预
计每年可为村里带来 5 万元收益。”
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旦增曲珍说。

新一轮农网改造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小山村接通大电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新一轮农网改造

升级不仅释放了农村

用电需求，为农村经

济社会繁荣发展注入

了新动力，促进了农

业发展和农民致富，

也为服务人民群众生

活、助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乡村振兴作

出新贡献

▷ 工人在玉麦乡境内施

工。西藏自治区山南隆子县玉

麦乡电力线路近日全线贯通，9

户 32 位群众将用上国家电网源

源不断的电能。

白 峰摄 （新华社发）

2017 年初，市面上曾出现一
种辽宁省东港市独创的美食“冰点
草莓”。小草莓稍稍“冻冻手脚”，
就在网上卖“疯”了：仅 3 个月，
东港市库存的 1000 多吨冷冻草莓
就销售一空，实现经济效益 3000
多万元。“‘冰点草莓’电商销售
奇迹的推手，是东港市蓬勃发展起
来的万人电商大军。”近日，东港
市商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东
港电商从业人员正是凭借对市场的
高度敏感和大数据分析，适时开发
出了“冰点草莓”这种线上专供
产品。

今年一开年，东港电商大军又
瞄上了黄金油桃。近几年，东港市
油桃种植面积快速增长，一度出现
产品滞销局面，很多果农想砍树烧
材、退果还农。正当果农犹豫不决
时，2017 年入秋以来，部分电商
进入油桃市场，使东港油桃价格迅
速走高，收购价格每公斤比 2016
年平均上涨两元多，产品还供不
应求。

东港电商从业者于洪路说，去
年他把油桃全都推到线上，旺季时，
每天线上销量 3000 多公斤，果农
收入普遍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

除了草莓、油桃，东港的大孤

山杏梅、鸭绿江口稻米、北黄海海
产品等诸多东港特色农产品，都搭
上了电商的快车。孤山杏梅合作社
负责人李支波介绍，电子商务迅速
发展起来之后，创新了农产品经营
模式和流通方式，像前些年出现的
孤山杏梅因销售渠道不畅而烂在地
里的现象已不再发生。

东港市电商大军之所以能成气
候，在农业增收、农民致富中发挥
出 生 力 军 作 用 ， 得 益 于 东 港 市
2015 年初开始大力实施的“电商
拓市”战略，即借助电商为农产品
开 拓 新 的 销 售 渠 道 和 更 广 阔 的
市场。

记者了解到，东港市政府与中
国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东港市草莓产业电商基地”战
略合作协议，建立了“草莓产业
网”销售平台。东港市政府还与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办了电子商务综
合服务机构“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东
港服务中心”，目前已建立64个村
级电子商务服务站。

东港市鼓励全民发展电商，其
效果已初步显现，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东港市工商注册电商企业
1.5 万余家，电商从业人员达两万
余人。

东港电商气候初成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马建刚

东港草莓种植户展示自家大棚采摘的草莓。 （资料图片）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
县阿土列尔村由于山势险峻、未通
公路，被称为“悬崖村”。2017 年
12 月 28 日，悬崖村电网建设改造
升级工程竣工。自此，悬崖村从使
用光伏设备供电改为大电网供电，
村民们享受到了优质、安全的电力
资源。

一盏盏明灯暖了人心，更成为
脱贫路上的“希望之光”。

曾经，悬崖村的供电仅能满足
照明、看电视等基本生活需求，由
于电压长期不稳，农产品加工、旅
游开发无法完成。“以前每户的用
电负荷是 2000 瓦至 3000 瓦，现在
我们设计的安装负荷是每户 5000
瓦，既能满足村民的用电需求，还
能满足旅游发展的用电需要。”四
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悬崖村电网改造工程项目部经理

肖云豪介绍。
工程竣工这天，村民某色有布

打开了自家的玉米加工机。“电压
低的时候不敢开机器，磨玉米面要
先背下山到一个集中的加工点，磨
完再背回来。现在这个电，好用！”
某色有布说。

“电的问题解决了，古里大峡
谷旅游开发也能加快推进，村民
致富更有希望了。”悬崖村第一书
记 帕 查 有 格 脸 上 露 出 了 欣 慰 的
笑容。

据了解，悬崖村电网建设改造
升级工程总投资 1800 万元，新建
10 千伏线路 18 公里、10 千伏配电
变压器 18 台、0.4 千伏及以下低压
线路 22.3 公里、户表 406 户。经过
近一年的努力，彻底解决了阿土列
尔村及相邻的熟租村、康复村共 3
个村的用电难题。

悬崖村亮起“希望之光”
本报记者 刘 畅

一名电工爬上一座电网塔基进

行检修。这条 331 公里的输电线路

是新疆东南部且末县和若羌县10万

多居民用电的主要凭借。

新华社记者 杜 刚摄

元旦过后，记者来到河北省唐山
市滦南县青坨营镇佟狼坨村，放眼望
去，田间地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个
个“白盒子”，村民称它为“自动刷卡
机”。村委会副主任谷世忠介绍：“用
卡在‘刷卡机’上一刷，就能自动出水
灌溉。小麦喝足了‘越冬水’，我们心
里就踏实了，农网改造给我们农民办
了件大好事儿！”

佟狼坨村共有农田 2700 余亩，
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为便于灌溉，该
村先后打了 30 余眼机井，依靠照明
电及村民自建的简易低压线路或柴
油发电机供电。谷世忠介绍，每到抗
旱季节，村里的灌溉设备同时工作，
用电高峰时，跳闸断电成了家常便
饭。农网改造的实施给村子的灌溉
难题带来了良方。冀北滦南县供电
公司运检部主任崔江涛说：“我们新
装了2台100千伏安的水利配变，架

设高、低压线路总计 3.5 千米，并确
保线路架到机井旁，缩短灌溉供电半
径，实现‘有井可供、有水可抽’。”

村民佟艳明家里种着 20 亩地，
灌溉成了全家最头痛的事儿。“之前
用柴油发电机抽水浇地，搬起来费劲
儿不说，操作也很麻烦。”佟艳明说，
机井通电后，再没有为浇水发过愁。

谷世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
用柴油机抽水浇地，一亩地大约需要
消耗 4 升柴油，浇一次水油钱就要
30元，机井通电后，每亩地用电量在
10 千瓦时左右，费用也就 5 元多。
按照 1亩地平均全年灌溉 7次计算，
每亩地全年至少能省140元。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曹伟介绍，冀北唐山供电公司完成
了 1700 余眼机井的通电任务，滦南
县 7 个自然村的老旧供电线路设施
全面升级，惠及灌溉面积近1300亩。

小麦喝足“越冬水”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常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