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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体系首

席专家张道明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十四五”及

未来一段时期，乡村建设行动将成为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和有力保障。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让农民居住环境得到彻底改善，让农村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短板得到补齐，生态宜

居的既定目标才能够实现。目前，在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中，尚存在四个突出问题。

一是投入机制不活。当前，不少地方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还是传承老思路，采

取老办法，政府大包大揽，投入资金来源

渠道比较单一，缺乏特色产业和社会资金

支撑，导致个别地方由于财力有限，搞形

象工程，只顾“面子”，不重“里子”，热衷于

修修路、刷刷墙，忽视长久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投入机制问题解决不好，乡村建设水

平不可能高，并且难以持续推进。

二是应有乡味不浓。现在各个地方

都在搞村庄规划，整体上看，普遍设计水

平较低，导致乡村有新房没新貌，没有很

好地体现乡村特色文化，千村一面；有的

机械照搬城镇建设那一套，盲目大拆大

建，搞大广场、造大景点，破坏了原有的乡

村特色风貌，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三是主体意识不强。一些基层群众

认为，乡村建设是政府行为，作为群众只

是配合，存在“等、靠、要”思想，积极性和

主动性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部分基层

干部对如何推动乡村建设，主体责任意识

不强，存在畏难情绪，工作较为被动。

四是长效机制不全。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不少地方虽然建立了一些管理机制，

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公共卫

生保洁难、公共设施维护难、系统规划坚持

难，在不少农村，乱倒垃圾、乱倒污水的现

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推动移风易俗、破除

陋习等健康文明的新机制尚未形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位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

乡村建设行动，必须要统筹谋划，多头发

力，合力推进，确保做到“五个到位”，通过

乡村建设行动，让未来的广阔农村真正成

为亿万农民的幸福家园。

第一，规划先行要到位。乡村建设必

须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分类指

导，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

设。同时，乡村规划要注重整体性、系统

性和前瞻性，不得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要挖掘原生态村居风

貌，注重地域特色，尊重文化差异，保持村

庄和民居景观特色；要发挥农民主体作

用，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参与性，切实尊重

农民意愿，让农民主动干，愿意干。

第二，产业支撑要到位。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一定要有产业作依托，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方能持久发展。要立足当地特

色资源，开发乡村多种功能，挖掘农业多

元属性，积极发展旅游业、特色产业和绿

色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围

绕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大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推进农

业产业化进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要深

度挖掘农业的文化价值，开发更多文创产

品，提升农业的价值空间。

第三，多元投入要到位。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要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

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统筹安排项目资金，有效整合

扶贫、以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等农业项

目资金，整体推进乡村水、电、路、通信等

基础设施建设和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

村庄硬化、亮化、美化；要发挥财政资金的

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

设行动，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相关财政奖补

和税收减免政策。

第四，配套改革要到位。要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解决乡村

建设土地供给不足和不活等问题。要探

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适度放活宅

基地使用权，吸引农民投资建设高质量住

房。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着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挥农村集

体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功能作用。

第五，工作推动要到位。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乡

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健全工作机制，明

确部门职责，细化工作任务；要多搞调查

研究，多出真招实策，多拿真金白银，多解

难题矛盾；要通过走访的形式，把村级发

展规划、公共设施建设等老百姓关心的事

项一一列出，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

议，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采取多方

位、多形式宣传手段，利用专题培训、示范

观摩等活动，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主动参与乡村

建设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时已立

秋，暑气渐退。8月11日，民权县人和镇郭庄村

村民郭金超夫妇起了个大早，他们用电动三轮

车拉着一头宰好的肥猪来到了镇政府。

“现在咱这里的防疫任务还很重，镇里的干

部太辛苦了，天天在一线值守消杀，你们舍小家为

大家，俺来慰劳慰劳是应该的……”郭金超夫妻

俩二话不说，便把猪肉卸在了镇政府的职工食堂。

原来，早在十多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郭金

超得了肝腹水，四处举债看病，全家的生产、生活

一下子失去了保障。2014年，他家被村里定为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政策为他免去了很大

一部分医疗费用，也让郭金超战胜疾病的信心越

来越足。不久，他慢慢恢复了健康。

“真得感谢党的精准扶贫好政策！”病愈后，

郭金超又借助产业扶贫惠农政策，在家养了20

多头猪。2018年，尝到了养猪甜头的郭金超夫

妻俩劲头更足了，他们联合村里4户村民办了

一个养猪场。就这样，郭金超在全村率先脱贫，

成了全镇小有名气的富裕户。

去年，郭金超和乡亲合办的养猪场出栏生

猪400多头，每户获利10多万元。“俺是村里的

精准扶贫示范户，是扶贫政策的受益者，是党的

好政策让俺脱贫致了富，到啥时候都不能忘记

党和政府的恩情，俺就和媳妇商量着咱们出点

力，给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同志们送去头猪，也是

给疫情防控工作做点贡献吧。”说着话郭金超憨

厚地笑了。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靳源
源王涵儒）8月9日下午，在叶县邓李乡

妆头村的四季鲜果园里，乡政府干部陈

涵涵拿着手机正在葡萄架下录制视频，

然后通过抖音、快手、微博、朋友圈等网

络平台发布葡萄成熟信息，帮助果农拓

宽销售渠道。

在四季鲜果园，百余亩的巨丰、夏

黑葡萄已相继成熟。一串串葡萄挂满

藤架，散发出阵阵果香。原本联系好的

经销商，因为疫情原因无法按时前来采

购，看着满园的葡萄急坏了果农卜宗

立。乡党委、乡政府在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急农户之所急、想农户之所想，积极

发动机关党员干部及各村群众通过微

信平台订购，乡政府统计后派专人送货

上门。

同时，该乡机关干部走进果园，通

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台扩大农

产品的宣传，解决销售难题。据悉，当天

为四季鲜果园卖出葡萄4000余斤。

“这下我不愁葡萄卖不出去了，真

是太感谢了！”卜宗立眼里满是感激。

“下一步，邓李乡将加大本土网红

的培养，让每一名班子成员都成为网红，

为农副产品做代言，进一步提高全乡农

产品的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该乡党

委书记董晓峰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武月马
学贤）又到了梨果飘香的季节，在柘城

县慈圣镇西街村200亩梨园里，沉甸甸

的圆黄梨压弯了枝头，但果农们却高兴

不起来，15万多公斤梨滞销让果农犯了

愁。

8月14日，62岁的张建朋望着硕果

累累的梨园皱起了眉头，他的合作社承

包了近百亩梨树，今年是个丰收年，预

计产量有25万公斤，但目前只销出去

了五分之一。张建朋告诉记者：“每年

这时候基本都能卖完了，可今年就却卖

不动。梨没有销路，俺愁得饭都吃不下

去，觉也睡不好。”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柘城县融媒体

中心立即行动，通过全媒体宣传的方

式，为其免费联系销售。柘城县融媒体

中心广告部负责人李坤龙介绍说：“疫

情期间，我们会持续不断进行公益助农

活动。如果大家想品尝一下慈圣镇西

街村的圆黄梨，可以和柘城县融媒体中

心联系。”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县融媒体中

心根据本县农产品特点，推出了“直播

带货”等系列活动。近期，该中心将加

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微

信、抖音等平台为滞销农产品做好宣

传，为种植户助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平党
申）“一年种植，十年收益。种植迷迭香

省事还收入高，两年后亩均收入就能达

3000元以上。”8月10日，汝州市夏店镇

上鲁村村民鲁伟旗一边在地里查看迷

迭香长势一边和镇包片领导王志朋说。

今年45岁的鲁伟旗是汝州市京超

农业迷迭香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户。

三年前，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他以每

亩300元的租金，在上鲁村流转荒坡85

亩，开始尝试种植迷迭香。深耕土地、施

肥、移栽、大田管理，经过一年的精心管

理，鲁伟旗获得了成功，当年亩均收入

1000多元。

去年，鲁伟旗种植的迷迭香迎来了

大丰收，亩均收入3000元以上，除去土

地租金和其他支出，85亩地纯收入20多

万元。

“在伟旗的迷迭香种植基地打工，

一天能挣60元，一年下来能挣七八千

元，真不赖。”今年53岁的上鲁村村民杜

巧说，她在迷迭香种植基地务工，还不

耽误照顾家中老人和小孩。

像杜巧一样，鲁伟旗雇佣本村8个

出不去远门的劳动力在自己的迷迭香

种植基地务工，实现务工增收。

“迷迭香是一种中草药，浑身都是

宝，叶子能提取精油，制作化妆品和

调味料，秸秆粉碎后是制作蚊香的主

要材料，市场发展空间很大。”京超农

业迷迭香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武京超

介绍说。

为了推广迷迭香种植，2019年春，

武京超成立了公司，实行“公司+种植

户”管理模式，和种植户签订种植合同，

向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收购等

一条龙服务，调动了种植户的积极性。

据了解，2020年，武京超在夏店镇

收购干迷迭香20多万公斤，种植户增收

100万元以上，今年预计将收购干迷迭

香30万公斤以上。

“夏店镇十年九旱，中部和北部山

区村土质十分适合种植耐旱迷迭香等

中草药。疫情过后，我们将进一步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扩大迷迭香等中草药种

植面积，规模发展，让夏店镇群众靠种

植中草药走上致富路。”夏店镇党委书

记焦慧涛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周
志恒）8月7日，在汝南县常兴镇穆屯村党

支部书记白炯家的院子里，十多位村民正

在为夏枯草剪头，一捋一剪，个个动作娴

熟。

78岁的村民刘涵乐呵呵地说：“俺们

一大早就过来了，早上、中午都管饭，坐着

干活还不累，一天能挣60块钱呢。”

近年来，常兴镇瞄准市场需求，把夏枯

草、鹅不食等中药材种植作为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来抓，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经营方式，推广“花木+中药材”“林果+

中药材”等套种模式，在马屯、大田、大申

庄、许屯、魏布口、穆屯等10个村实行规模

种植，面积已发展2万余亩。

种植药材需要精心打理，除草、收割

都需要人手。于是，一些药材种植大户在

药材的管理时期便雇劳动力来帮忙。刘

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春天给药材除草，

半个月收入了1500元；夏天收药材，10天

挣了2000元；给夏枯草剪头，一个月又能

挣 1800 元，跟药材打交道一年能带来

5000多元的收入。

目前，药材种植已成为该镇的一项特

色产业，亩效益在2500元以上，受益农户

达2000余户，户年均可增收6000余元。

带动当地1万余名劳动力就业。“小药材种

成大产业，咱日子越过越红火！”刘涵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符浩）淮滨县的荷花种植

多，尤其是期思镇的荷花更是出众。8

月10日，记者来到期思镇五一村，那“荷

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翠作裳”，真是

羡煞旁人。

据期思镇党委书记郑海中介绍，期

思镇种有荷花5500亩，五一村规模化种

植将近1000亩，产品有荷花、莲子和莲

藕等三种。

赏荷热潮下，颜值变产值。期思镇

将生态旅游与水乡田园相融合，保持乡

村田园风光，打造出一个由摄影家、手艺

人、大学生和当地村民充分参与的集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旅游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村落，让人们看得

见山、望得到水、记得住乡愁。

近些年，该镇党委高位谋划布局产

业，重点做好水文章。辖区内兔子湖与

祁湖、方家湖连点成线构架旅游廊道，沿

途打造观光农业，以廊道扩面，立体推进

农文旅融合大产业园新业态。兔子湖

周边区域布局“水八仙”种植、狮头鹅养

殖、芡实莲子加工等特色农业，集生态体

验、采摘、观光于一体；方家湖祁湖湿地

核心区，大力发展主导产业芡实种植，打

造湿地示范区、牛旦湾生态农业体验区

等田园综合体，连贯蒋国故城遗址游览，

与芡实文化、候鸟文化、蒋氏文化有机结

合，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及全域旅游内涵

贯通。

在产业振兴过程中，该镇还立足蒋

国故城、淮南湿地的区域特色，以党建

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促进文化、农

业、旅游相融共进，擦亮了独具特色的

“生态故城、湿地明珠”底色，为擘画产

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蓝图夯实了坚定

基础。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8月15日，记者走进沈丘县周营镇

王寨村王勇威创办的生态葡萄园基地，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

“跟市场上卖的葡萄一比，这种现

场采摘的葡萄更新鲜，吃起来口感更

好，价格也比市场上便宜。”慕名前来的

顾客一边品尝着亲手采摘的葡萄一边

说。

前几年，外出打工的王勇威返乡创

业，流转土地20余亩，创办起生态葡萄

园基地，种植了有夏黑、醉金香、阳光玫

瑰等葡萄优良品种。“我种植的葡萄，坚

持不打除草剂，杀虫采取黏虫贴和防虫

灯，施肥用的是专用有机肥，种出来的

葡萄色泽纯正，浓郁芳香，口感清甜，颇

受顾客的青睐。”当日，看着自家丰收的

果园，王勇威笑得合不拢嘴，在今年汛

期他的葡萄园基地没有被淹，获得了大

丰收，预计产量可达10万斤。

近年来，该镇依据市场需求和区位

交通优势，在镇域交通、乡村道路沿线，

积极打造以葡萄、樱桃、车厘子、猕猴桃

等精品林果产业为核心的订单优质水果

基地，发展以休闲、旅游采摘为主的“采

摘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黄少华）“家乡养育了我，为家乡经济振

兴尽点儿绵薄之力，回报家乡，是我返

乡创业的心愿。”近日，民权县玖隆锌钢

护栏有限公司负责人付元凯道出自己

返乡创业的初衷。

付元凯是龙塘镇付庄村人，16岁便

外出务工，艰苦奋斗了十年，他在河北

秦皇岛办起了装潢公司，成了村里出名

的大老板。2019年5月，他与朋友任雪

松共同投资1000万元，在民权县龙塘

工业园区创办了玖隆锌钢护栏有限公

司，专业从事别墅围栏、公路护栏、阳台

护栏、百叶窗及型材与配件等产品的研

发、制造与销售，经济效益连年攀升。

“2018年因为张一鸣书记在茶话会

上一席期盼的话语，让我下定决心把秦

皇岛的公司搬回了家乡。”付元凯颇有

感触地说。

付俊峰是龙塘工业园区的第一个

返乡创业者。“吃水不忘挖井人。自己

富了，不忘记家乡父老！”2015年，他满

怀一颗报恩家乡的心把郑州的公司搬

回家乡，投资500多万元，创办了饮品生

产企业。

“在我们扩大生产规模时，镇政府

帮助我们申请10万元科技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解了我们燃眉之急！有政府做

后盾，让我们吃了定心丸！”付俊峰对政

府的大力支持满怀感激，对企业的未来

信心百倍。

该镇镇长刘相伟介绍，龙塘镇是个

不锈钢装潢名镇，在外创办公司的有

1000多家。近几年来，镇党委、镇政府

抢抓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

遇，办好春节茶话会，鼓励在外创业成

功人士返乡创业。同时又通过以商招

商、亲情招商、外出招商、政策引商等形

式，吸纳更多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现已有31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把公司

搬回了家乡，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振兴。

8月15日，航拍下的宁陵县柳河镇程楼村河畔家园新村美景如画。近年来，该镇根据地方特色，进行道路硬化、村

庄美化、环境净化，宜居乡村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吕忠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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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县常兴镇
药材种植
带动万名村民就业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打好“组合拳”

汝州市夏店镇

迷迭香飘香销四方

三农杂谈

淮滨县

荷花种植让颜值变产值

沈丘县周营镇

建起采摘园 果农笑开颜

民权县龙塘镇

鼓励返乡创业 推动经济振兴

柘城叶县

抗击疫情 保障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