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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央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而且工作力度逐步加

大。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近些年农

村人居环境问题凸显，对农业农村

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二是中央已

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上重要

日程，下决心解决这个关乎农业农

村发展的基础性问题。需要思考的

是，农村人居环境何以成为问题？

捋清楚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才能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总体看，农村人居环境属于农

村公共产品，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是

农村公共事务问题。讨论农村公共

产品，需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公

共产品。对于跨行政村的公共产

品，属于纯公共产品，应由公共财政

承担供给成本；对于村内户外的公

共产品，一般认为是准公共产品，应

按照“受益者付费”的方式解决供给

成本问题。

应当说，农村人居环境既包括

纯公共产品，如跨行政村的道路等

设施，也包括准公共产品，如村内的

通组路、巷道、垃圾收集等事务。笔

者认为，目前的农村人居环境问题，

主要是准公共产品问题。可以说，本

世纪以来，公共财政对于农村纯公

共产品供给是努力尽责的，交通、医

疗、教育等各方面均有所发展，农民

群众总体比较满意。目前，对于农村

准公共产品，主要通过村民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与财政奖补的投融资方

式解决。从近年来看，“一事一议”总

体效果不够好，难以充分解决农村

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据多

方面测算，全国农村每年需要“一事

一议”项目建设资金约 3000 亿元，

以解决村内户外的道路硬化、环境

卫生、灯光照明、田间设施等公共产

品供给问题。实际上，近年全国农村

每年完成的“一事一议”项目总投资

仅约 1300 亿元，建设资金缺口达

55%以上。由于“一事一议”项目总

投入远远不足，一般只能先用于道

路硬化等农民群众最为急需的项

目，对于垃圾污水治理等问题往往

难以顾及，有的村庄由于缺乏公共

资金，十几年不能清理整治垃圾，造

成垃圾围村现象。因此，据此判断，

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主要是农村准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从长远

计，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必须对

症下药，从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体

制机制方面着手。

那么，“一事一议”项目建设资

金为什么缺口如此之大？“一事一

议”项目建设，是为了解决村内户外

准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应坚持“民办

公助”原则。当前，“一事一议”项目

资金的主要构成是筹资筹劳、集体

投入、捐资赞助、财政奖补。其中，财

政奖补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应小于

50%。但是，据调研，在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方的财政奖补比例突破了

50%，有的甚至高达90%左右，“民办

公助”异化为“民助公办”，远远背离

了准公共产品“受益者付费”的原

则，受益者享受到利益，却没有付出

必要的费用。也就是说，受益者“付

费”出现了明显“空白”状态，致使

“一事一议”制度的作用没有发挥出

来。这个问题亟需引起重视，尽快健

全完善“一事一议”管理制度。

在这一点上，城市小区的人居

环境治理经验值得借鉴。在城市小

区，居民一般需要缴纳两项费用，一

是物业管理费，这项费用包含小区

内的垃圾收集费、环境卫生费；二是

垃圾处理费，是小区内垃圾收集后

转交市政部门处理、填埋的费用，由

小区物业管理部门代收后转缴地方

政府国库。可见，城市小区的公益

事业是“民办”，并没有“公助”。国

家对农村的村内户外公益事业实行

“民办公助”，是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政策，基层在实际操作中不应异化

为“民助公办”。只有坚持“民办公

助”基本取向，落实“受益者付费”基

本原则，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与财政奖补制度，才能搞好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经管司负
担督查处处长）

从公共产品视角

看农村人居环境
□ 刘 强

“以前种菜跟着老人学，现在跟
着‘农保姆’学。”在山东省淄博市临
淄区皇城镇前孔村，菜农闫庆年用
手机对长势良好的彩椒咔咔拍照，

“以前，蔬菜种植、管理遇到问题时
不知怎么办，对市场行情也不了
解。现在，打开‘农保姆’，上传几张
图片，马上就有技术员解答，省心省
力还高效。”让闫庆年赞不绝口的

“农保姆”，是一款设施农业标准化
服务管理系统，通过手机 APP，可
为农民提供标准化种植全流程服
务，帮助农民实现“傻瓜式种植”。

“农保姆”由山东思远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与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合作开发，汇聚了20余
种果蔬的标准化服务大数据，包括
1000 余部相关教学片、296门标准
化种植学习课程、16部共计 300 余
万字教材、百余册“设施农业 7F 生
产管理技术标准”口袋丛书。2017
年 5 月 1 日，“农保姆”管理系统正
式上线，借助互联网这一信息化手
段，实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数据
化、精准化、智能化。

闫庆年是前孔村第一批报名参

加“农保姆”培训的，他和思远农
业技术专家张福东建立了微信联
系。每周闫庆年往张福东的微信群
里上传两次彩椒长势照片，张福东
会根据他上传的照片，第一时间开
出标准化管理方案。每个月张福东
都要来他的棚里几次，看看上传的
照片和实际长势的差别，并及时修
正。更让闫庆年满意的是，自打用
了“农保姆”以后，大棚的农药、
化肥投入量比以往降低了一半以
上，产量和效益却增加了 30%。
负责“农保姆”运营的山东思远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白景波介绍，

“农保姆”拥有上千名技术服务人
员，为农户提供线上线下技术服
务，还依托全国农业科教云数以万
计的农技推广机构、农业科研单位
和涉农院校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撑。

2017 年 11 月 7 日，“农保姆大
数据服务实践案例”成为原农业部
农业农村大数据实践案例在全国推
广。目前，“农保姆”平台已在全国
12个省、思远 91个加盟分社、2532
个 村 级 服 务 站 推 广 ，用 户 达 到
50000多户。

山东临淄

“农保姆”助力标准化种植
本报记者 翟天雪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
因地制宜，调整和优化现代农业产
业结构，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大力
发展绿色生态特色种养，提升产品
品质和知名度。同时，鼓励种养户
大胆创新，实现种养品种和种养方
式大革新，让绿色生态农业鼓起种
养户“钱袋子”。

一怪：野鸭“赶架”卖得快

“嘟嘟嘟……”一阵哨子声响，夕
阳西下，在南城县万坊镇黎家边村野
鸭基地里，养殖户肖七仂吹响了“归
巢”哨，野鸭纷纷飞回自己的“家”。

黎家边村是养鸭专业村，全村有
几十户养鸭户，可赚钱最多的还数肖
七仂。肖七仂偶然听说城里野鸭卖
得快、价格高，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饲养了百来只，到出售的时候，果然
不仅不愁卖，价格还比家鸭高出不
少，从此他便专门饲养起野鸭来。

记者走进肖七仂的养殖基地，发
现鸭栏周围，无论是水域还是青草地
全都罩着一层结实高大的拦网。肖
七仂说野鸭必须仿生态放养，才能保

证肉质好、口味佳。
刚开始养野鸭时肖七仂也不大

懂，野鸭羽翼不丰满肌肉不紧实，顾
客一看就压价。后来他想出一个高
招，给野鸭精心培养“体育爱好”，可
有些野鸭天性懒怠，他就每天利用早
晚野鸭觅食、回巢时给它们“赶架”，
训练它们飞行，增强它们的食欲。经
过摸索创新，“赶鸭子上架”的肖七仂
熟练掌握了野鸭的饲养技巧，规模也
越做越大，每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
还带动周边一些养殖户也转型养起
了野鸭，共同奔向致富路。

二怪：麻姑仙枣论个卖

“梨枣吹风树树悬”，在南城县建
昌镇姚家巷村的麻姑仙枣基地，一行
行青翠的枣树连成片，圆溜溜的大枣
挂满枝头……虽然离上市还有一段
时间，但不少优质枣子已经拿到了
订单。

谈起俏销的原因，基地负责人江
西中野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符
士告诉记者，基地产的麻姑仙枣粗蛋
白、粗纤维、果酸、铁、磷和维生素含

量超出其他红枣，而且口感适宜，深
受消费者和收购商欢迎，目前他们的
仙枣论个卖，每个达到1元钱。记者
在枣园发现，不同的枣树根据年轮不
同挂果有差异，“麻姑仙枣如果结果
后‘子女众多’，一定会肥料不足、光
照不够，果子质量、果树生长都会受
到一定影响，所以我们会给果树实行

‘计划生育’，计划出来的仙枣个个皮
色光鲜，大小差不多，自然卖了好价
钱。”符士说。

不仅麻姑仙枣论个卖，基地其他
水果也论个卖。符士饶有兴致地领
着记者去逛他们公司开发的千亩“百
果园”，桃、李、葡萄、柑橘、火龙果、无
花果……“每个节气，我们这里处处
瓜果飘香，因为果品好，所以我们的
产品很多都以‘个’来卖。”

三怪：无土种出高价菜

“蒜在抽薹，白菜在卷心，芫荽散
发出脉脉香气……”日前，记者来到
位于里塔镇大乐村的剑锋现代农业
示范园。走进菜园，几个鸟巢形的温
室大棚映入眼帘。猫腰，下几层阶

梯，走进其中，眼前顿时绿意盎然：一
株株辣椒、豆角等正长得繁茂泼辣，
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

菜园主人潘才孙顺手摘了一根
水果黄瓜，放在手心擦了擦，便一把
放入口中咬起来。“绝对安全放心，不
生虫，不打药。菜园里很多蔬菜都采
取有机质无土栽培，不用半点土。”

没有土壤蔬菜还能活？看记者
满腹狐疑，潘才孙扒开一棵菜的根
茎，只见硕大根系盘根错节长在一个
盘子里：“我们把种子种在专门用草
炭或森林腐叶土、蛭石等非土壤固体
材料做成的育苗基质胶盘里，再定期
浇上营养液，不用农药就能让蔬菜健
康快速生长。”在一处装置前，他按下
电钮，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大
棚内铺设的十几个水喷头一起开始
工作，喷雾装置将营养液雾化为小雾
滴状直接喷射到植物根系、叶面上。

“这顿‘营养大餐’下去，这些‘宝贝’
的水分和养分就足够了。现在，我们
这些吃专用基质、喝营养液的有机蔬
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不仅卖到了
赣州、南昌等地，还常常卖断货呢。”
潘才孙高兴地说。

江西南城

生态种养有“三怪”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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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张建成摄

彩色稻种出新图案

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
鼎。作为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福鼎白
茶以其滋味清淡、清甜爽口的特点深
受广大茶客喜爱。

2007 年，福鼎市吹响了振兴白
茶的号角，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推
动了白茶产业健康、高质量、可持续
性发展。白茶也成为福鼎市促进乡
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成为百姓脱贫致富的绿色产业。

一片茶叶成就一个市场

走在福鼎市点头镇闽浙茶花交
易市场，扑鼻的茶香沁人心脾，来往
交易的茶商和茶农熙熙攘攘。这座
建于 1998 年的白茶交易市场，是闽
浙边界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年产茶季
日交易量达 200 多吨。20 年来，这
个市场见证了福鼎白茶的发展历程，
也收藏着 20 年振兴乡村的“绿色”
密码。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炙
手可热的福鼎白茶，一度默默无闻，
价格低、利润薄，大多通过中介机构
辗转销售，无法有效带动茶农致富。

面对发展瓶颈，福鼎市大力推广
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开展茶叶种植、加
工和销售。合作社茶农接受统一标
准化管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同时
茶农成为合作社的股东，享受分红。
这不仅管住了福鼎白茶的品质，稳定
的销售渠道，也让越来越多的茶农靠
着白茶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福鼎市还大力促进
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福建省天
湖茶业有限公司2007年在太姥山镇
方家山村建设 1500 亩有机茶基地，
投资3200万元建设集生态茶叶生产

加工、茶文化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等为一体的“绿雪芽”白茶基地，
开辟了有机农业发展新领域。此
外，该公司还辐射带动发展有机
茶、无公害茶园8731亩，每年为周
边群众创收4500多万元，实现强企
富民，村企共赢。

福 鼎 市 委 书 记 刘 振 辉 介 绍 ，
2017年福鼎市茶园面积保持在21.5
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 2.46 万吨。
全市目前有 360 家茶叶生产加工企
业取得了质量标准认证或食品生产
许可证，有224家茶叶企业获得了福
鼎白茶证明商标授权，其中省市县级
茶业龙头企业共 99 家，在全国各地
创办营销网点 5000 多个，茶产业带
动了福鼎近40万群众增收致富。

一家茶企致富一片乡村

福鼎市点头镇大坪村，凭借得天
独厚的自然山水资源，拥有全镇面积
最大的茶园。然而，曾经的大坪村因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曾是福鼎市扶
贫重点村。2009年，大坪村4600亩
茶园成为六妙白茶庄园生产和培育
基地。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村企共
同探索“企业+村+基地+农户”模式，
通过茶园基地、庄园建设，实现土地、
茶园流转、茶叶包销，解决就业问题，
促 进 乡 村 振 兴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
2017 年，大坪村人均收入达 17000
多元，村集体收入达10万元。

自从六妙白茶庄园建起之后，宜
农宜工成为大坪村民的生活常态。
村民翁扬产家有2亩多茶园，茶青都
是六妙白茶庄园收购。采茶季一过，
他又到庄园里打工，每个月至少也有
3500 元左右的收入。“在家门口挣

钱，农活打工两不误，一年下来也有
不错的收入，我感到很满足了。”翁扬
产说。

今年福鼎白茶的品牌效应更加
凸显，白茶市场行情持续走好。凭借
六妙白茶庄园的基地优势，大坪村的
茶叶销路更不用愁。春茶开采至今，
村民收入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十多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约30%。

作为福鼎市白茶的核心产区，点
头镇充分发挥原产地优势，坚持茶业
立镇、茶企强镇、茶贸富镇，着力打造
福鼎白茶产业第一大镇。分管乡村
振兴与茶业的点头镇人大主任张龙
贵介绍，点头镇共有茶园 36676 亩，
其中被认证的无公害茶园有 2 万多
亩。2017 年，全镇茶叶总产量 4550
吨，实现毛茶产值 4.27亿元，涉茶总
产值 9.43亿元，茶叶产量、产值双居
福鼎市首位。

茶产业既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
兴旺，也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主要途
径。据估计，点头镇大约 80%人口
涉茶，几乎家家户户都与茶产业有
关，约 3000 多名点头籍茶商在全国
各地创办了1000多家经营网点。

一个产业开辟一条新路

2007年，福鼎吹响振兴白茶产
业的号角，成立市茶业发展领导小
组，由时任市委副书记陈兴华担任
组长。2008年，福鼎市委、市政府
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动茶产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从发展政策、保障机
制，到真金白银鼓励支持茶产业
发展。

10余年来，“中国白茶之乡”“中
国名茶之乡”“中国茶文化之乡”“中

国茶产业发展示范县”“中国茶业扶
贫示范县”……福鼎摘得的茶界“国”
字号殊荣，比比皆是。

2017 年，在乡村振兴号角吹响
的新起点上，福鼎市委、市政府出台
新的《关于进一步推动茶产业持续发
展的意见》，对强化茶叶质量安全、完
善标准化制度体系、持续推进品牌战
略、大力推进科技兴茶等作出明确规
定，为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乡
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政策
支撑。

在新的《意见》中，摆在首位的是
强化茶叶质量安全。

为落实茶叶质量安全，今年以来
福鼎市采取多项农残抑控措施，与各
个乡镇签订茶叶质量安全责任状，推
进属地管理，完善茶园投入品监管机
制，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加强行业内
部监督。多管齐下的措施，只为进一
步维护好、保护好“福鼎白茶”品牌声
誉，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品质和安全，保证了白茶产业的
健康发展。2018 年，“福鼎白茶”品
牌价值从 2010 年的 22.56 亿元上升
至 38.26亿元，名列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第四名，已经连续9年进
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
的前六位。

“下一步，福鼎市将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质量为基础，以效益为目
标，以茶农增收为根本，全面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强化质量安
全措施，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不
断延伸白茶产业链条，并着力加快茶
产业人才培养，持续做精做大福鼎白
茶品牌，推动茶产业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
刘振辉说。

福建福鼎“十年磨一剑”振兴茶产业

一片白茶强村富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同福建的很多地方

一样，福鼎种茶产茶条

件得天独厚。如今炙手

可热的福鼎白茶，过去

却是默默无闻，价格低、

利润薄，无法有效带动

茶农致富。自2007年开

始，福鼎埋头振兴白茶，

11年过去了，小小茶叶

已经成就了这片乡土的

振兴

绿雪芽庄园全景。 高春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