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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善治

要尊重农村特点
□ 乔金亮

“你看我们这儿，水清、路畅、整
洁、有序，可是你能想到吗，这里以
前却是‘埋汰村’，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哪哪都是‘白色垃圾’……”
日前，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大转湾
村居民张振军说，大转湾村的环境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大
转弯式”的变化。

大转湾村紧邻沈阳丁香湖公园
和绕城高速公路，是典型的城乡接
合部。“以前，大转湾村道路坑洼破
损、违建滋生蔓延、垃圾乱堆乱排，
大量‘散乱污’小企业藏匿民宅之
间，生态生活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居
民对改善环境的呼声和愿望十分强
烈。”沈阳市于洪区造化街道副主任
关健介绍说，因为处于城乡接合部，
这里近2万平方米的烂尾楼都出租
给了小啤酒厂、小塑料厂等小作坊，

“小作坊作业环境需要冲洗，没有排
水，就造成了周围的水污染，而且其
自身安全隐患也很多，拉的电线如
蜘蛛网一般，很容易造成火灾。”

沈阳治理农村脏乱差面貌，实
行“一村一策”精细化管理，并于去
年5月份起统筹实施大转湾村综合
治理工程。大转湾村的突出“污点”
是黑加工点多。“最难的是 40 多户
违建，占地 200 亩，多数临近‘沈马
线’，动迁难度特别大。”关健称，造
化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抽调 20 多名
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入驻村委会，

“那时候我们整天都吃住在村里，一
点点把政策讲给群众听，告诉他们，
你们的小改变会换来周围环境的大
改善。后来我们做通了多数被征收
户的思想工作，半个月就把这些黑
加工点都清除了。”数据显示，大转
湾村共清理小塑料加工作坊等散乱
污企业68家。

清 理“ 污 点 ”后 ，要 打 造“ 亮
点”。各级部门开始帮助大转湾村
整修道路、绿化美化等，让村民首先
直观地感受到环境变化。该村村委
会主任感慨地说：“沈马线两侧的绿
地面积越来越大，大转湾村能摘掉

‘脏乱差’的帽子了。”
按照今年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沈阳将加快建设宜居乡村，大
力改善农村环境，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农村路，整修农村公路 500 公
里，改造村内道路及边沟600公里，
提高农村光纤网络、4G无线网络覆
盖质量。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新建改造6.86
万人安全饮水设施，改造农村危房
341 户，建设 12 个宜居示范村、10
个城乡融合典范村。加快改善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完成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建立健全农村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持续缩小
城乡低保差距。看来还有更多沈阳
的乡村要“大转弯”了。

大转湾村来个“大转弯”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樊 华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

乡村治理滞后于乡村发展，成为制

约我国“三农”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经济市

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

促进乡村善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破解的难题。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

环节在乡村。当前，乡村治理面临

一系列挑战和困难。具体来说，一

些乡镇债务沉重，村级公共产品供

给不足，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一些乡

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各主体

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在一些地方，宗

族势力对乡村治理干扰严重，影响

了乡村的和谐稳定；农村“空心村”

“三留守”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乡村治理的对象和主体都在发

生变化。随着城乡融合的持续推

进，不少传统农村变为农村社区，乡

村治理的对象从单一的农民主体转

向城乡居民混合主体；乡村青壮年

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

不少人对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热情不

高；农民内部诉求呈现出多元化态

势，村民间利益冲突的风险在提升；

农民自主选择行为空间扩展，但合

理的约束规则未能及时形成。这就

要求建立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

安定有序。

新世纪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发

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很多传统仍然

保持延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

的状态。传统乡俗力量在维系村落

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源

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

的基本规范来源之一。同时，现代

法制观念和市场契约精神也在更广

更深地融入乡村生产生活中。更重

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跨区域

的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提高了治理

的透明度，提升了治理的有效性。

毫无疑问，乡村治理的手段将更多

样更现代化。

乡村社会不同于城市社会，具

有“熟人社会”的特征。要采取符合

农村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既要注

重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和方式，更要

注重发挥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作

用。例如，浙江省探索自治、法治、德

治“三治结合”，其小微权力清单、基

层治理“四平台”、新乡贤治村等实践

效果很好，做到了以自治消化矛盾、

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

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评、

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

全国走乡村善治之路提供了示范。

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是农

民的家园。尽管随着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在部分治理手段上会逐渐趋

同，但乡村治理体系要充分尊重农

村的特点。应当说，任何一个村庄都

不可能简单使用某一种治理方式实

现有效治理，而是多种治理方式相

结合。今后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核

心，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

大转湾村在综合治理后成为风景优美的景观村。 孙潜彤摄

草原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资
源。我国拥有天然草原近 60 亿亩，
相当于耕地面积的 3.2 倍、森林面积
的 2.3 倍。然而，由于传统粗放式发
展给草原生态带来了损害，平衡生态
发展与牧民增收成为畜牧业发展中
的瓶颈。为推动牧区发展、改善草原
生态环境、增加牧民收入，自2011年
起，中央财政在内蒙古等 13 个主要
牧区省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2016 年又进一步提高了标
准、扩大了范围，每年的补奖资金达
187.6 亿元。近 8 年来，草原保护制
度得到了有效落实，草原科学利用技
术得到推广应用，草原畜牧业生产方
式加快转变，初步实现了草原生态保
护、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牧民增收三方
共赢。

草原生态环境加快恢复

盛夏时节，甘肃省瓜州县双石公
路两侧的草原上，红柳、梭梭、芦苇等
植物在微风中起舞，白鹭、黄毛鸭等
野生候鸟在湿地中觅食，“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和谐画面又映入了眼帘。

“以前，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超载
放牧等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是违法
的。这几年，通过普法宣传，我们既
了解了草原保护的法规制度，也认识
到了保护生态的重要性。”瓜州县锁
阳城镇东巴兔村农牧户解朝明告诉
记者，退牧还草围栏工程和草原生态
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以来，退化的瓜州
县锁阳城镇东巴兔村草原又变绿了，
昔日因牲畜啃食而低矮光秃的草场
重新焕发了生机，“通过推行舍饲养
殖，牲畜由过去的散养、滩养变成现
在的圈养，政府发放了饲料粮，落实
了草原补奖禁牧补助资金，每年还能
拿到1万多元的补贴资金”。

草原的保护离不开农牧民的生
态自觉，更少不了草管员的兢兢业
业。今年30岁的草原管护员安娜已
在甘肃省肃南县红湾村草原生态管
护岗位上坚守5年了。平日里，她不
仅要负责保护管护区域内的草原基
础设施、发现并制止草原违法违规行
为，还要深入牧户家中宣传普法、清
点饲草和牲畜数量等。“看似简单的
工作，巡查一趟就要一整天。工作太
辛苦，家里人不愿意我做草原管护
员，但我觉得这是在保护祖祖辈辈生
活的草原，不能不干。”安娜说。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脑木更苏
木的牧民乌力吉看来，草原补奖政策
给草原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以前风沙大的时候白天屋里都要点
灯，草场沙化很严重，牛羊基本上没
有草吃，如今虽然对放牧有限制，但
政府给我们发了补助，收入有了保
障。更重要的是，近两年来感觉草场
在逐渐恢复，风沙变少了，草也变绿
了。”乌力吉高兴地说。

农业农村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
祥介绍，通过实施草原补奖政策，
2017 年全国鲜草产量 10.6 亿吨，较
2010 年增加 8.6%；全国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达到了 55.3%，增加 4.3 个百
分点；268个牧区半牧区县草畜平衡

率由56%增加至86%，全国草原生态
环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草原畜牧业沿用
传统放牧方式，草原超载过牧，牲畜
舍饲圈养比例低，冬季饲草料短缺，
尤其是寒潮冰雪灾害造成牛羊死亡
率高、繁殖存活率低、掉膘严重等问
题更为突出。

如何既维持草原生态平衡又让
牛羊吃饱、吃好？全国畜牧总站站长
杨振海表示，北方草原发展畜牧业，
要以天然草原合理利用为主，在维护
生态环境优先的前提下考虑生产经
营和牧民致富，探索合理放牧制度。

“通过划定围栏，羊在一个区域
吃草，其他区域可以让草好好长，人
不累了，羊长膘也容易，草原得到缓
解，一举多得。”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西乌旗牧民斯琴图告诉记者，他
家共有草场 1 万多亩，其中 8950 亩
为放牧场。与传统放牧方式不同，斯
琴图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将自己承
包的草原建设围栏，将放牧场分为多
个区域，在围栏范围内实施轮牧，既
美了草原，又加快了传统畜牧业的转
型升级。

为了保护草原，家住内蒙古自治
区西乌珠沁旗温都来嘎查的额日和
木也积极转变养殖结构，压减羊群数
量，引进良种肉牛，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现在养白牛平均每头能赚5000
元钱，相当于10多只羊的利润，每年
能出栏 60 头左右，日子比以往舒服
多了。”额日和木对家庭牧场发展充
满信心。

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做法不同，为
推动传统草地畜牧业向规模化养殖、
集约化经营的现代草原生态畜牧业
转型，青海省培育和壮大了以饲草料
生产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生态牧场及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 873个，形成了“园区+企业+
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合作社+基地+牧户”等多
种发展模式。其中，生态畜牧业合作
社达961个，实现了牧区和半农半牧
区全覆盖，入社牧户达 11.5万户，入
社率达 72.5%；整合牲畜 1015 万头
只，牲畜集约率达 67.8%，从天然草
原转移到合作社或养殖场舍饲半舍
饲养殖的牲畜达300多万羊单位，生
态畜牧业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
型加快转变。

马有祥表示，补奖政策既考虑了
草原生态保护，又兼顾了生产发展和
民生改善；既考虑了补偿牧民损失的
合理性，又兼顾了草牧业转型升级的
必要性。数据显示，2017 年 268 个
牧区半牧区县人工种草 466.1 万公
顷，较 2010 年增加 3.1%，占全国的
41%；牛肉、羊肉的产量分别增加
13.5%、14.8%，为保障全国牛羊肉消
费作出了积极贡献。

农牧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政策好不好，农牧民最有发言
权。沿宁夏中部干旱带一路北上，昔
日大片大片裸露在太阳下的草原如
今被一片细细的绿意取代，为黄土高
坡平添了一抹秀美。

“作为生态移民区，巴庄村昔日
沙化严重，风吹沙子跑。如今，国家
实行草原生态保护禁牧封育政策，通
过补播改良，草原植被不断恢复。”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太阳
山镇巴庄村支部书记曹桂成感慨地
说，禁牧封育前全村养羊量不到1万
只，到 2017 年底全村羊饲养量达到
了 2.5 万只，最高峰时达到 3 万只。
同时，全村的草产业达到了 1.2 万
亩，养殖业占到了农民收入的 40%
以上，实现了草原保护与畜牧业发展
双赢，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韦州

镇庆华村，草原补奖政策实现了全村
1302户农户全覆盖。“补助让农户发
展养殖业需要的草料钱有了基本保
障，如今全村肉牛饲养量达到 3120
头，比实行禁牧封育前的200头涨了
十几倍。”农户丁学平翻开自己手中
的“一卡通”，指着上面 2000 元草原
生态保护禁牧补助进账款说，“每年
的5月份或6月份，补助就到账了”。

马有祥介绍说，草原生态补奖政
策将资金的 80%以上直接补贴给
1200 多万户农牧民，增加政策性收
入，使农牧民有了托底；同时支持发
展现代草原畜牧业，增加家庭经营收
入，实现“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肉、
减畜不减收”，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水
平明显提升，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致富奔小康成为现实。

对于贫困覆盖面广、程度深，脱
贫攻坚任务重的云南省来说，草原生
态补奖政策实施范围覆盖了全省 82
个贫困县（市、区），其中国家级贫困
县 73个、省级贫困县 9个，占全省贫
困县总数的93.2%，成为助力脱贫攻
坚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17 年 82
个贫困县得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绩效考核奖励资金达 2.1835 亿元，
充分发挥了产业扶贫增收的带动作
用，帮扶贫困户11.412万户。

不过，从收入结构来看，除畜牧
业收入外，补奖收入仍然是牧户家庭
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在新疆拜城
县和温泉县的 80 个调查牧户中，户
均补奖收入 1.05 万元，占总收入的
16.7%。此外，各地针对贫困户设立
草 原 管 护 员 公 益 岗 位 8.89 万 个 。
2017 年，牧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9718.4元，较2010年增加116.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
牧区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是重要抓手，要坚
持好、巩固好、实施好，为乡村振兴描
绘出一幅草丰羊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大美草原生动画卷。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已8年

草原牧业牧民实现三方共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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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在内蒙古等13个主要牧区省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近8年来，草原保护制度得

到有效落实，草原科学利用技术得到推广应用，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初步实现了草原

生态保护、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牧民增收三方共赢

一位牧民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骑马放羊。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寨坝
镇友谊村，郁郁葱葱的森林、清澈透
底的湖泊、沁人心脾的空气让这里成
为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看到山就心情爽。”常年在山上
耕种的李大爷说。

近年来，友谊村全力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修建小康路 18.58 公里，产
业路 3.8公里，通村路 5.2公里，连户
路 7.2 公里，缩短了友谊村与外界的
距离。

“最吸引我的是空气、水”，常年
到友谊村度假的退休干部甘秉祥列

举着这里的优势，“空气质量好，水是
弱碱性，有利于身体健康”。

友谊村还新建了4口小水窖、新
增了 1 个移动基站、改造老旧危房
171户、新建3个文化广场、巩固提升
电商网点、配备了超市和村级卫生
室。条件好了、环境美了，友谊村的
生态魅力越来越大。

“在森林里散步真舒服，让人忍
不住想放声高歌”，去年在友谊村度
假的重庆客人赖建华没事就看看他
在森林里散步、唱歌的视频。

友谊村的生态对重庆客人很有

吸引力。去年夏天，友谊村旅游发展
接待中心 30 间房间每天都客满，周
末更是一房难求。

在游客接待中心旁边，16 户农
民有 12 户办起了农家乐，共有床位
850张，年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

友谊村毓秀山庄的老板封明绪
每天都会到自家农家乐检查。“我家
现有 60 个床位，去年夏天还是一房
难求。”回忆起去年夏天，封明绪露出
微笑，“保守估计，净赚8万元”。

对眼前的生活感到满意的还有
不少当地群众。“乡村旅游发展了，家

门口就能就业了”，270 名本地劳动
力留在了家乡。在乡村旅游的带动
下，友谊村创建公益性岗位34个，户
均增收 3650 元；申请办理特惠贷 71
户，其中入股分红26户，户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申请特惠贷自主发展
45 户；申请惠农贷入股分红 8 户，户
均增收3000元。

“山不转、路转，江习古高速预
计今年全线通车，到时候友谊村到
重庆仅需一个小时。”对于友谊村的
未来，寨坝镇党委副书记冯文山充
满期待。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

友谊村的新图景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向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