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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当了 5 年的北京民办高校
教师身份，“80后”车晓松回到山东平
度老家当起了“农民创客”。目前他
已发展起大棚樱桃14亩，一年纯收益
80余万元。

从跳出“农门”到返乡创业，从科
技教育、商贸领域到返归农业，像车
晓松一样，山东平度一支特殊的“返
乡创业”大军成为人才振兴的生力
军，引领着新型农业发展。

作为山东省人口大市，平度在外
创业人士不胜枚举，其中不乏行业领
袖、科技精英和能工巧匠。如今，不
少当年跳出“农门”的优秀学子放弃
城里工作，回到农村成为新型职业农
民。从离巢到归巢，平度除了“乡愁”

还有什么样的吸引力？
据了解，平度自2015年初获批

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以
来，立足农业大市实际，以综合改
革为牵引，在全国率先打造“农创
平度”品牌，推行了“农创+名品+
科技+电商+旅游+扶贫+金融”模
式，深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
设，突出国家现代农产品出口加工
基地建设、智慧农业试验区建设、

“顺时养生·食在平度”品牌打造
等，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又于今年3
月份启动实施了“雁归工程”，以乡
情乡愁为纽带，吸引聚集各类优秀

“雁归”人才回乡创业。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

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在乡村振
兴的舞台上，“农创平度”助推了返乡
创业，返乡创业又提升了该市农业产
业发展层次。

以车晓松的老家云山镇为例，
樱桃和草莓是该镇的两大主导产
业。目前，全镇大樱桃种植面积达 5
万亩，草莓种植面积1万亩。“依托家
乡产业发展成就了我的创业梦。”车
晓松说，他正在建设樱桃庄园，大力
发展采摘游。在他的影响下，周边
村庄有30多名在外打工的青壮年纷
纷回乡创业，一时成为农民队伍里
的佼佼者。

与车晓松的“单打独斗”不同。
青岛隆中园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吸引

了 1200 余名返乡农民工。几年来，
园区先后投资 3000 余万元，引进雪
塔、二乔、玉面桃花等 300 多个牡丹
品种，形成了由日光温室观赏区、室
外山田观赏区和经济油料牡丹种植
区为单元的300亩牡丹园。同时，通
过土地流转、发掘泉眼，将周边3000
亩岗坡薄地改造成良田，为牡丹园长
远发展谋篇布局。在园区以职业农
民身份和园区“业主”身份参与园区
经营管理的返乡农民工，人均年收入
达3.9万元。

据统计，去年以来，平度市农
民创新创业人数达到 1.3 万余人，
同比增长 42%，带动城乡就业 2.2
万人。

山东平度实施“雁归”工程助力返乡创业

昔日跳出“农门”，今朝返归农业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 议 了《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这表

明了新时代我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决心,也

意味着今后3年必须进一步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决不动摇。

努力实现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良性互动已成为现阶段

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今后 3 年我

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考验之

一是能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能

否从根本上消除绝对贫困和最大限

度地减缓相对贫困。只有全面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确保到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进展，才能真正使所有贫困地区同

全国一道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并为

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深厚

基础。为此，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来抓。

另一方面，要以乡村振兴战略

的新要求充实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

务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贫

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参照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从生产、

生活、生态、社会、政治五个方面整

体推进，实现贫困人口的持续增收，

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就当前我国扶贫开发现状来

说，不少地方的扶贫工作主要以党

委政府主导、扶贫干部和扶贫单位

帮扶为主，一些贫困户最关心的问

题是“政府能给我多少钱、多少物”，

而不是“我该怎么做才能早日脱

贫”；个别贫困户甚至“靠着墙根晒

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脱贫内生

动力明显不足。基于此，未来 3 年

要采取各种办法，着力激发不同地

区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的脱贫

致富强烈愿望和内生动力。

目前，在国家的扶贫力度其实

已经很大和绝大多数扶贫干部其实

已经“很拼”的同时，还是要加大

宣传和引导力度，让广大农民正确

地看待富民政策和扶贫问题；让每

一个贫困人口树立起自尊、自爱、

自强意识和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最大限度地抛弃“我穷我有理”等

个体意识和行为，这样才能最大限

度地避免不同类型的可能返贫问

题。“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乡村

振兴大局和长远，只有坚决消灭精

神贫困，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

思想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才能实

现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和“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要求，意味着把乡村优先发

展和脱贫攻坚提到新的战略高度。

近 5 年来，全国累计减少农村贫困

人口6000多万人，基本消除我国绝

对贫困人口三分之二以上，谱写了

脱贫攻坚史上的辉煌篇章。但从现

实国情看，未来全国还有3000万左

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这是要

不折不扣完成的硬任务，从这个意

义上看，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要与脱贫攻坚

良性互动
□ 吴国清建设特色小镇是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抓好特色小
镇建设，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在由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举
办的首届中国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
峰会上，不少专家表示，特色小镇建
设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应进一步发挥好特色小
镇的作用，使其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
各类资源要素在大中小城市和乡村
之间自由流动的桥梁和纽带。

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

特色小镇连接着大中小
城市和农村，是农产品加工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空
间载体

近年来，我国特色小镇建设呈现
出多部门、多层级、多机构参与的火
热场面。为了推动和规范特色小镇
发展，有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重要政策。

“特色小镇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中国
城镇化促进会主席蒋正华说，乡村振
兴的实现形态是城乡发展要素的自
由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特色小镇
连接着大中小城市和农村，是农产品
加工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空间
载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各类资源要
素在大中小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
动的桥梁和纽带，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助推器。

在蒋正华看来，特色小镇的农产
品消费和就业需求将拉动农业产业
发展，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进而
带动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
快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农
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认为，特色
小镇建设有利于带动现代农业，特
别是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特色产
业集聚；带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促进乡村文明建设，优化
乡村治理。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分
子、分母联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规划司司长陈亚军说，我国必须坚
持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两手抓，积极、稳妥地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挖掘乡村的功能和价值，着力
扩大农民增收的实效。同时，坚定不
移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着力缩小
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人均收
入提高的人口分母。

陈亚军指出，城镇化总体上有利
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能够为发展
现代农业腾出宝贵的空间。随着农
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资源占有量
将增加，可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
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经济实
力的提升，也会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
水平的提升，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当前，必须坚持特色小镇与乡
村振兴双轮驱动，协同发力，顺势而
为，扎实、稳妥、积极、有序地推进乡
村现代化建设。”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副主席兼理事长陈炎兵认为，乡村振
兴战略为小城镇建设向乡村延伸提
供了广阔舞台。目前，我国建制镇只

有 15000 多个，而乡和村有几十万
个。对于承接城市的产业转移、技术
转移、资金转移来说，广大农村地区
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乡
村振兴战略是特色小城镇大显身手
的重要平台。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的政策体系，推动人才、土
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发
挥特色小镇的载体功能

美丽乡村必将是美丽中国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色小镇建设
应该在其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要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
更好地激发农村的内部活力，优化农
村外部环境，推动人才、土地、资金等
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
活力。”陈亚军说。

陈亚军认为，长期以来，户籍管
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等城乡二元
体制严重制约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
流动。重塑城乡发展体制、机制，涉
及规模广大的农村人口和现有的城
镇人口问题，关系到深层次改革，更
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要科学
设计改革路径，稳妥把握改革节奏，
紧紧围绕城乡二元体制的主要矛盾
和主要方面，瞄准要素市场化配置
和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两大核心，
坚定不移地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和平等交易，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搭建好
载体和平台至关重要。”陈亚军认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方向和路径是
加快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要

靠体制机制的创新。只有适应城乡
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把握城市居
民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供给侧推
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
动，在需求侧努力引导城市居民消费
下乡，才能给农村消费注入新动力，
才能挖掘农业农村新功能、新价值，
拓展农业农村的新空间。而要引导
资本、人才、科技等要素更多向农村
流动，就需要特色小城镇特别是特色
小镇承担起发展的载体功能。

“当前，必须把特色小镇和乡村
振兴的目标统一于城乡融合发展，因
地制宜、大胆创新，遵循城镇化发展
规律，提高发展质量，避免盲目发展，
一哄而上，过度追求数量目标和投资
规模。”蒋正华说，在特色小镇项目推
进当中，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
机，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
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公平
交换、有机结合，健全农村、农业投入
保障机制，形成财政、金融、社会资本
协同参与投资融资的机制，尤其要引
导工商金融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深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要
素城乡平等交换机制；吸引高校生、
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
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把
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引入
农村。

产业兴旺是重要基础

产业兴旺是特色小镇建
设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因素

“产业兴旺是特色小镇发展与乡
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尹成杰说，产业
兴旺是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基

本前提，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的必然要求。因此，产业
兴旺应该是特色小镇建设和乡村振
兴当中的基础性因素。

“产业兴旺既有规模发展的要
求，更有质的发展要求，对特色小镇
和乡村振兴建设提出更高质量的要
求。这意味着未来农业农村产业必
须实现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和发展效
率的变化，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尹
成杰说，实现“产业兴旺”必须坚决走
市场化道路，依托市场配置资源，按
照需求开发产品，产业能力要和市场
需求相适应，要形成产业化、商业化
机制，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尹成杰认为，必须致力于绿色发
展，坚守耕地红线、生态底线、资源红
线、政策红线，构筑绿色产业体系；要
克服新型产业比重低、传统产业比重
多，高端产业少、低端产业多，资源型
产业多、高科技密集型产业少、劳动
密集型产业多的问题；要从本地的生
态、资源、环境、人文、科技优势出发，
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实现差异化、
区域化、特色化，防止同质化竞争；要
走高效发展之路，注重经济效益、生
产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真正实现
资源再利用、产业再循环、效益再提
高；要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既
要延长生产链，又要延长增收链，打
造效益链，缩短资源链。

陈炎兵表示，要确保产业兴旺，
必须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原则，根据
本村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独特资源来
挖掘产业；要坚持科技引领，让科技
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要坚持
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坚持文化传
承、弘扬乡村文化，切不可在振兴过
程中丢失传统文化。

特色小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中，应进一步发挥好特色小镇的作用，使其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进而带动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快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顾客在“中国美妆小镇”一家化妆品企业的展厅了解产品。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2015年以来着力建设“中

国美妆小镇”，目前已累计入驻项目37个，汇集了一批知名美妆企业。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茶园休闲小木屋。 李琛奇摄

近日，记者走进甘肃省陇南市
文县碧口镇石龙沟流域马家山龙池
坪村，几十位采茶女散落在半山围
绕的茶园里忙个不停，不远处的龙
池湖畔，有游客或徜徉在柳荫下，或
信步于茶园小道，非常悠闲。

石龙沟流域位于甘肃省文县碧
口镇以南，与四川省青川县相邻，境
内绿树成荫，生态良好，茶园风光独
特。流域内有水蒿坪、马家山、豆家
坝、磨河坝4个村，是文县茶叶的主
产区之一，茶园面积达7100多亩。

这里的茶园布局于水土洁净、
生态环境良好的缓坡地带，不施化
肥，不喷农药，属“无公害茶”“有机
茶”。近年来，针对流域内茶园面积
较大，生态和旅游资源独特，以及临
近武罐高速的区位优势，碧口镇以

“规划先行，分步实施，保护优先，整
体推进”的步骤，整合资金，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将石龙沟流域打造成
集茶叶产业开发、生态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产业扶贫示范区。

“截至 2017 年底，石龙沟流域
项目已整合投入各类资金 3435 万
元，乡村风貌建设进一步提升。”碧
口镇党委副书记邢广胜告诉记者，
流域内禁止新开垦土地，立足原有
茶园面积，将重点放在茶园补植和
提质增效上，通过实施退耕还林、整
村推进、科技富民等项目，鼓励引导
茶农土地流转、退耕还茶、增绿补
茶，扩大基地面积。目前，新增茶园
面积 340 亩，实现了茶叶种植面积
全覆盖，人均占有茶园15亩以上。

碧口镇政府同时加大对茶农的
技术培训，强化茶园管理，重视品种
改良，推动标准化建设，与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西
南农大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成功
引进了龙井 43、黄金芽、乌牛早等
新品种，完成茶园品种改良816亩，
完成茶叶绿色认证4200亩，形成了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提高了茶叶产业的质量和效益。

同时，石龙沟片区采取“支部+
合作社+贫困户”的产销模式，与水
蒿坪、马家山、磨河坝等茶叶产业村
支部开展共建活动，将三个村的贫
困户全部纳入到合作社，通过支部
控股、群众参股的方式，由合作社统
一加工销售，茶叶品牌得到很大提
升，彻底消除了贫困户以往“品质
低、销售难”的自产自销后顾之忧，
石龙沟片区党员和贫困农户128户
稳定增收，年人均纯收入达 1 万元
以上。

“我们将结合碧口小城镇综合
改革试点，在将石龙沟流域整体纳
入大碧口旅游发展规划的同时，积
极引导茶农发展魔芋、木耳等林下
种植特色产业和茶园生态养殖，开
展茶园农家乐休闲，进一步增加农
民收入。”邢广胜说，要让茶农端上
生态碗，吃上茶叶饭、旅游饭。

随着石龙沟流域美丽乡村建设
和茶园生态旅游建设力度的加大，
餐饮、住宿等服务业逐步完善，石龙
沟流域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
体的茶园旅游产业已初具规模。

甘肃文县精耕“茶叶+生态+旅游”

端上生态碗 吃上茶叶饭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牛新建

特色小镇是各类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桥梁

用好特色小镇这个融合“助推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