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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袤 乡 村 潜 力 无 限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图① 夏季是小麦病虫害的多发时期，

山东省郯城县农业部门及时组织“智能多孔

喷雾”机械，对全县 70余万亩小麦进行“一喷

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增收。图为该县马

头镇大丰收家庭农场，驾驶员使用“智能多孔

喷雾”机械为小麦喷施农药。

房德华摄（中经视觉）

图② 近年来，河南省宁陵县石桥镇大

力发展林下生态养殖鸡、鸭、鹅、金蝉等产业，

美了乡村，富了百姓。

吕忠箱摄（中经视觉）

图③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不断加大美

丽乡村建设力度，在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培植农旅融

合综合体，促进乡村振兴。图为该县大楼街

道邓庄社区田园水景综合体美景。

张 笑摄（中经视觉）

入春以来，每到周末，来江西省南昌

市湾里管理局九龙溪田园综合体内体验

休闲农业的人们络绎不绝。该田园综合

体所在区域原本长期闲置，通过盘活闲

置资源，打造生态花溪、浪漫花海、休闲

步道，实现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 700多万

元，增加村集体收入140多万元。

近年来，南昌市农业农村局依托当

地自然环境和文化底蕴，围绕南昌外环

高速布局都市休闲农业半小时圈，在原

有的农家乐、采摘园、民俗村基础上，打

造田园综合体、休闲农园、民宿村等新型

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提升乡村产业动

能。各区县推出了凤凰沟樱花节、罗亭

郁金香节等休闲农业节庆品牌，科普教

育、田园康养等新业态新模式随之涌现。

“休闲农业让产品变商品、民房变民

宿、庭院变乐园。”南昌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龚林涛介绍，2020年，南昌市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 36.3 亿元，吸引

1300 余万人次到乡村休闲度假，吸纳就

业 2.23 万人。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休

闲农业经营主体 935 个，累计创建国家

级、省级休闲农业品牌 109 个，创建国家

级、省级精品线路 6条。休闲农业还带动

了餐饮住宿、农产品加工、文化创意等关

联产业，不仅有利于农民就地就近就业，

还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成为有干

头、有赚头、有奔头的富民乡村产业。

南昌的都市型休闲农业探索是近年

来全国休闲农业创新发展的缩影。日

前，农业农村部举办 2021 中国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春季推介活动，向社会推介 55

条春季精品线路和 176 个精品景点。体

现乡村田园美景、传承乡村农耕文化、展

现乡村富民成效，更多休闲农业精品正

依靠产业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在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

长刁新育看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是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具有休闲观

光、文化传承、业态培育等多种功能。

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国休闲农业仍实现营业收入 6000 亿元，

显示出较强发展韧劲。“随着城乡融合进

程加快，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会越

来越齐备，城里人对乡村的田园风光、慢

节奏生活将越来越向往，休闲农业将迎

来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刁新育说。

休 闲 农 业 村 美 民 富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对亿万农民来说，每个初春都会迎来中央

一号文件的政策大礼包，但 2018 年的那次却不

同寻常。2018年 2月 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这份对乡

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顶层设计的重要文件注定

要载入党史，从此深刻影响亿万农民的生产生

活。让农村的产业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引

人，文件给广袤乡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文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

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

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

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

现。这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重大战略应时而出

乡村振兴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并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中国共产

党党章，这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历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里程碑意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作了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

持续增收，农村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农村社会保

持和谐稳定。然而，喜人成就的背后也存在一

些隐忧，农业农村还面临不少问题，例如：农业

粗放生产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阶段性供过于求

和供给不足并存；农村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很多，

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

后劲仍然不足。这正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

代背景。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

长吴宏耀说，现代化是由现代城市和现代乡村

共同构成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

村尤为突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

础在农村，最大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要坚决

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改变长期以来农村人才、土

地、资金等要素单向流向城市的状况，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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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广泛地

惠及农民群众。

四梁八柱陆续搭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总

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

障。基于此，中央出台了关于总体规划、农村工

作、土地收益等方面的多个重要文件，相关部门

制定了金融服务、人才下乡、科技服务、“四好”

农村路建设以及乡村教育、医疗等支持政策。

2018 年 9 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发布，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根据区位条件、

资源禀赋等，规划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村

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

并类村庄 4 种不同类型，明确要分类推进，不搞

“一刀切”。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编制乡村振兴地

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方案。

2019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发布，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

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专门制定关于农村

工作的党内法规，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条例》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明

确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更好地把

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行动优势。

2020 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调整完

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

意见》。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

求，意见明确，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

（区、市）要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的比例；到“十四五”期末，该比例要达

到 50%以上。据估算，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三农”

投入增加600亿元至700亿元。

目前，有关部门正抓紧制定乡村振兴法，把

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发挥立法在

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各地正从本地乡村发

展实际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

重点任务全面落地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的 7 个方面、

59项重点任务进展顺利，82项重大工程、重大行

动、重大计划有序推进。各地开展了乡村振兴

示范引领工作，探索形成了人居环境整治、美丽

乡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等一批典型范例，乡村

越来越宜居宜业。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在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章宇民常常走街串

巷宣传政策。章宇民是村里的老党员，如今是

“六老”成员。“六老”是指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老职工、老队长、老农民，在村里义务担任政

策宣传员、治安巡逻员、卫生监督员、纠纷调解

员等。和孚镇党委委员、荻港村党委书记杨升

辉说，全镇推出“六老六大员”工作机制，目前已

覆盖 22个行政村和 3个社区，以此服务群众，为

乡村治理积蓄起强大能量。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走进江西省

赣州市崇义县铅厂镇西峰村，干净整洁的村庄

道路、错落有致的乡间庭院与设施齐备的村内

广场相互映衬。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后，铅

厂镇实现中心圩场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同时

推行社会化服务模式，向保洁公司购买服务，建

立起“户清扫、村收集、镇运转、县处理”的农村

垃圾处理体系，村民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乡村振兴，社会参与是支撑。作为央企的

一分子，中建路桥集团在推进广西伶俐大桥项

目建设的同时，主动融入当地乡村振兴中。项

目部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为有一技之长的

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并组织技能培训，培养新时

代的产业工人；通过采购当地的鸡鸭鹅和瓜果

菜等农产品增加村民收入；与当地农村基层党

组织一起开展党建联建活动，建强支部战斗堡

垒，助力组织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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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更懂

当下。我们党虽然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

了“三农”工作的不同

重点和不同抓手，但

都坚持把“三农”问题

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

虑、统筹谋划，在致力

于推进农业生产的同

时，始终重视农村建

设和发展，始终重视

提 升 农 民 福 祉 。 如

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就要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全面推

动乡村振兴，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逐步实

现农业高质高效，农

民富裕富足，农村宜

居宜业。

全 面 振 兴 意 味

着，要坚持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

设计、一并推进，加快

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

板。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不一样，面临的复杂

性也不同。坚持一并

推进，就要总体分析

“三农”领域的短板

问题，分步有序、统筹

协调地加以解决。“十

四五”时期，要抓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

衔接，发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乡

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治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全面振兴意味着，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

大振兴缺一不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

大文章，五大振兴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协调推

进。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事关

农民就业和增收。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所在，要解决农村缺少人才、留不住人的问

题。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既要

“富口袋”又要“富脑袋”。良好生态环境是农

村最大优势，生态振兴必须推进乡村绿色发

展。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要通

过基层党组织把广大农民凝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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