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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改革，做强集体经济

山东文登走出乡村振兴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管 斌 瞿长福

山东威海市文登区很有名，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就领风气之先，勇立
改革发展潮头；文登很有实力，总面
积只有 1615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58万，2018年GDP却高达852.47亿
元，财政收入达到 80.75 亿元，不仅
在山东名列前茅，在全国也属于“实
力派”。

但文登也有“三农”“短腿”，“两
突出一乏力”：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
化问题突出，土地撂荒、碎片化、农业
边缘化问题突出，农村集体经济增长
乏力。到 2017 年，全区村级集体经
营性收入 3 万元以下的村还有 217
个，占总村数的34.6%。

山多不怕，唯登克艰。文登发扬
“登”劲儿，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
以做强集体经济为支撑，硬是“登”出
一条乡村振兴文登路径，使经济薄弱
村“清零”。

登出新型集体化经营之路

在高村镇虎山村，村党支部书记
孙显武介绍，村里200来户500多口
人，原来主要种玉米、花生、小麦，每
亩毛收入1200多元。“种地没多少赚
头，有 1/10 的地不种了。有的每亩
给100块钱让别人种，有的不要钱也
给人家种。”

高村镇副镇长王金生说：“到
2017年底，全镇土地撂荒面积 7000
多亩，零成本土地委托经营 3000 多
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6%。”

孙显武说：“我们这里是山区，地
块小，零散，单靠一家一户自己种地
没什么干头，都愿意流转。现在，我
们村流转土地100亩，通过招商项目
新上9个早熟大樱桃大棚，土地流转
价格 300 元/亩，招商价格 800 元/
亩，其中包括 200 元/亩村公益股权
收益，增值部分由村集体、村民按三
七比例进行分成，村集体每年增收
4.7 万元，流转土地的村民每年收入
1.53万元。”

文登区副区长孔军告诉记者，针
对传统土地经营模式难以为继的实
际，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区
里组建土地合作组织，引导农民把不
愿种、种不好的土地流转出来，把农
村零散土地整合成方成片，由村集体
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对外招

商。对农民不愿流转的土地，由村集
体协调各专业合作社开展土地托管
半托管经营，提供耕、种、管、收、储、
加、销全过程服务。

“依托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带动，
加强了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提高
了农民生产组织化、机械化、产业化
程度，有力推动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的有机衔接。”孔军说，目前全区
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 800 多
个，流转土地 33.8万亩，软弱涣散村
被全部消灭，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3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再组织是农村土地经
营方式的变革，既关系“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的问题，又关系农民增
收、集体增收问题，涉及农户、新型经
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个层面
的利益。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文登区委书记吴宏飞告诉记者：
“按照‘基层政府主导、农户分散承
包、公司集中经营’模式，以打造镇级
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为抓手，为
再组织提供一揽子问题解决方案。”

登出产业兴旺之路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很重要。
文登区农业资源丰富，已有 10

种产品成功申请了地理标志商标，给
特 产 贴 上 了 独 一 无 二 的“ 金 字 招
牌”。品牌效益带动农业产业升级，
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农村经济发展
的质量更高了。

文登处于北纬 37 度，这一纬度
被史学家、地理学家奉为“神奇的纬
度”。在这一黄金纬度线上，汇聚了
众多的世界一流葡萄酒酿造区。

文登创造了北纬 37 度的新传
奇：文登大樱桃个大，外观艳丽，营养
丰富，酸甜适口，品质上等，单果重达
8 克以上，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
文登大樱桃 2016 年 12 月份注册中
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范围包括
界石、葛家、大水泊、文登营、米山、宋
村 6 个镇及龙山、环山、天福 3 个办
事处和开发区的420个行政村，保护
面积 6000 亩；文登苹果为大型果，
果形端正。葛家镇镇长吴海军对记
者说，文登苹果平均单果重180克到
300 克，最大单果重可达 400 克以
上。目前文登区苹果种植面积为
1.36 万公顷，产量 29.35 万吨，产值
达 11.8 亿元。文登苹果于 2016 年
12月份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

文登西洋参更是声名远播。
1981年，山东省药材公司得到8

粒西洋参种子，辗转送到文登口子李
村的王继振手中。

文登年均气温11.5℃，土壤以棕
壤为主，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条
件适宜，对西洋参的皂甙等有效成分
的积累非常有利，且口子李村的丘陵
土质疏松不存水，地理环境和气候特
点很适宜西洋参生长。作为村里的
药材“土专家”，王继振经过几年的种
植试验，终于在 1986 年实现了西洋
参在农田的成功栽培。

文登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姜宗浩
告诉记者，现在西洋参种植得到大面
积推广，种植农户 1000 余户，种植
面积累计 2 万多亩，现存面积 5000
余亩，带动本区和周边地区发展西洋
参种植 5.5 万多亩，年可出成品鲜参
5000吨以上。文登区现已成为全国

西洋参主产地之一，占全国西洋参产
量的60%。

文登通过成立西洋参协会，制
定西洋参种植、加工标准，引进精深
加工龙头企业，建立全国最大的西
洋参交易市场，彻底改变了过去一
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提高了产
品附加值，让农民分享到全产业链
增值收益。

登出丰富人力资源之路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
文登充分发挥农村远程教育系

统在宣传惠农政策、提升农民素质
方面的作用，对网络进行升级改
造，将政务内网延伸到村，建立区
镇村 3 级视频会议系统。定期组织
技术专家、创业导师等开展网上集
中授课；依托农广校等公益性培训
资源，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把
现代农业的新理念、新品种、新模
式、新技术和助农增收的新政策、
新法规及时传授给农民，提高农民
科学种养和增收致富能力，每年培
训农民 1 万多人次；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等方式
参与培训，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面向产业、融入产业、服务产业。

文登还修订了文登英才计划，以
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
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等，通
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
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等途径，
服务乡村振兴。

米山镇西铺头村就受益于人才
引进。西铺头村共引进国内外知名
院校的 5名博导和 30多名博士、硕
士，为乡村振兴发展出谋划策。目
前该村村民人均纯收入2万多元。

西铺头村村民于镇榕2015年从
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村工作，
他把导师郑彩霞教授请来，师生携
手，在西铺头村建起了生物组培实验
室，每年创收200多万元。

文登土生土长的李传福入选文
登改革开放40年表彰人物。他种植
西洋参近 800 亩，并带动 1500 多人
参与西洋参产业，种植面积达 5000
多亩，人均增收5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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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富足

推进县域文旅深度融合

□ 贺培育

由于软件、硬件条件的制约，相

较于大中城市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成熟地区，县域文旅产业建设粗

放、布局分散、开发层次偏低等现象

不同程度存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意

识也比较欠缺。要解决上述问题，

实现县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

展，需要克服三对矛盾。

——克服资源分散与集中统一

开发之间的矛盾。在县域经济当中，

文化旅游资源的分散性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首先是地域分布的分散

性。一个县区当中，文化旅游资源禀

赋集中在一处的情况相当罕见，往往

是分布在县域内不同地区，受地理限

制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制约，这

种分散性的矛盾更为突出。其次是

资源种类的分散性。县域范围内单

一类型文化旅游资源占据绝对优势

的情况比较罕见，大多呈现出多元化

特点，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资源、

自然旅游资源、遗产旅游资源和民族

风情旅游资源等不同类型资源同时

并存的现象相对比较常见。要克服

上述矛盾，必须建立起县域文化旅游

资源一盘棋的思想。要通过整体规

划统一步调，在县域范围内实现不同

种类、不同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全方

位、多层次整合。要自觉服从本县文

化旅游资源整体开发的大局，坚决克

服只顾地方利益打小算盘的思想，从

而最大限度挖掘本地区文化旅游资

源的潜力，形成相对完整和闭合的文

化旅游产品消费链，在提升消费体验

的同时提高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度。

——克服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

深度开发之间的矛盾。文化旅游产

品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矛盾，开发可能会对文化保护造成

冲击，文化保护又要求限制过度开

发。如果不注重文化的保护，搞过

度开发，那只能是杀鸡取卵，最终会

鸡飞蛋打，两者俱失。因此，如果在

进行文化资源保护的同时，能够实

现开发与保护并重最好。这样，既

可以让文化资源为更多的人所熟

悉，同时能带动本地经济社会的发

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又能够反

哺文化资源的保护，从而形成开发

与保护良性互动的最佳状态，这无

疑是文化旅游融合的理想方式。有

鉴于此，为实现保护与开发并行不

悖，就需要对相关文化旅游资源进

行深度挖掘与立体开发：一方面要

做到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要多方

挖掘其历史价值、文化意蕴，讲好文

化故事、历史故事与产业故事，实现

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有机融合，

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要

寓文化保护意识于旅游当中，通过

潜移默化的引导让游客主动参与文

化保护，将他们发展为文化资源的

宣传者、守护者、传承者，在提升旅

游品质的同时传播文化价值。

——克服思路雷同与差异化发

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县域文旅融

合的一大突出矛盾就是发展思路的

高度雷同。由于策划水平的限制，

相关方案在凸显地方特色方面严重

不足。比如，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

发，由于资金有限，很多都囿于简单

的景点旅游思路，建设景点就是为

了门票和食宿收入，搞浅层次的资

源开发，对于相关资源的历史文化

价值没有进行深度发掘。又比如，

在县域文旅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特

色小镇一哄而上，但很多小镇在形

成文化特色、夯实历史底蕴方面存

在严重不足，千城一面的现象比较

突出，导致其既没有旅游吸引力，也

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平台和载体，

甚至有不少沦为乡镇房地产的变

种，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对于一

个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而言，

重要的是明确自身定位，进而确立

发展主题。一个好的主题形象通常

能紧扣时代脉搏，传递出较为丰富

的历史文化信息，抓住旅游者心理，

打动情思。良好的主题是形成竞争

优势的最有利工具，差异性则是凸

显主题的关键性要素，这就要求在

进行文旅融合策划时更加注重地方

性特色的挖掘，打造易于识别的文

化旅游产品标志，最大限度地形成

比较优势。

对于县域文旅融合来说，克服

了以上三对矛盾就能够最大限度地

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整合，完成差异

化和错位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建立起旅游与

文化双轮驱动的良性循环格局，进

而达成文旅深度融合的目标。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研究员）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江西省抚州银保监部门干部会同南丰县九江银行工作人员在该

县江西亿辉肥业有限公司化肥销售点，向橘农宣传“农资贷”免息贷款政

策。近年来，南丰县通过贴息、低息、免息等多种农业贷款方式，扶持蜜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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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莫

曲报道：从今年3月份起，广西乡村
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开始实施进度
统计和“红黑榜”制度，对进展缓
慢、推动不力的乡村进行通报、约
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计划
于5月份以后将前一阶段暗访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曝光。

广西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
开展以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先后印发了《广西乡村风貌提升指
导手册》《全域开展“三清三拆”指

导手册》，会同区直 8 部门印发《关
于统筹推进乡村风貌提升项目建
设的指导意见》，并开展乡村风貌
提升行动实施情况和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情况暗访。

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完成了本
级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编制，明确了到2021年的总体工
作目标。目前，全区已有 1000 多
个村屯开展了环境整治，累计清理
垃圾1.31万吨，拆除废弃建筑等20
多万平方米。

广西开展乡村风貌提升行动

“现在去村委会办事，效率高多
了。”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界龙村
村民告诉记者，过去办事，要走好几
个办公室找好几个人才能办成，现在，
只要去“家门口”服务中心，“推门就能
见着人，想找谁就马上能找到”。

2018 年 10 月份，上海浦东新区
开始在村层面试点建设“家门口”服
务中心，打造党建服务站、市民事项
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联勤联动

站、卫生室“四站一室”功能载体。今
年4月底将实现全覆盖。

界龙村是全国文明村，村委会原
来设在一幢 500 平方米的两层独栋
小楼里。现在，村两委班子集中搬到
界龙大道的一间门面房里办公，小楼
改建成服务村民的家庭医生诊所。

所有干部下楼办公、开门办公，
办公楼成为为村民提供活动和服务
的场所，这是浦东新区对“家门口”服
务的要求——办公空间趋零化、服务
空间最大化。“通过共享空间、共享工
位、共享电脑，村委会改变了以往‘一
人一座一电脑’的机关化办公模式，

服务更公开、透明、及时。”界龙村党
支部书记马凤英说。

如何用好腾出的村两委班子办
公空间，把服务工作做到村民心坎
上？浦东新区出台了一揽子工作计
划，成立了“家门口”服务体系提质增
能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小组，组织部、
宣传部、地区工委、政法委、民政局、
卫健委、城运中心等部门深入8个村
调研40多次，与各镇、村现场研究村
民需求，并通过给支撑、给资源、给保
障，切实为村“家门口”服务中心建设
注入活力。同时，在发布区级标准

《家门口服务规范》基础上，又形成了

村“家门口”服务体系提质增能工作
方案、村“家门口”服务中心“四站一
室”建设标准等，系统全面地明确要
求、稳定服务品质。

村民们能尽享便利服务，背后离
不开各方的支持。据浦东新区民政
局介绍，以往村务代理室仅提供少量
代办服务，现在全区统一市民事项受
理服务站建设标准，提供自助办理、
当场办结、代为办理、现场预审、帮助
办理 5 种服务，199 个服务事项可全
覆盖帮办完成，33个事项可通过“一
网通办”自助办理，29个事项可当场
办结。

浦东新区推广建设“四站一室”

干部走出办公楼 村民享家门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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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户在晾晒加工收获后的鲜参。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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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大数

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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