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俊

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了七大战
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其中之
一，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三农”工作作出的一个新的战略
部署、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意
义非常重大，亿万农民对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充满期待。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站在
新的历史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
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上一个五年，我们取得了一
份满意的“三农”成绩单，我国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
居民。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广大农民对缩小城乡差距、
让13亿人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里落
户，这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一个
极大的促进。但是无论城镇化怎
么发展，比如 2030 年—2035 年，
农村还会有将近4亿左右的人口，
所以提出振兴乡村。乡村从来不
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在现代化
进程中，它应该和城市处在平等
的地位上。

如何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在十九大报告中特
别提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句话的
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乡村振兴战
略，是在深刻认识城乡关系、变
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提出的重大战略。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是不矛盾的，城市和农村的
发展从来都是互相促进的，城市
和农村从来都是互相联系，城市
和农村是命运共同体。今后的发
展目标是要促进城乡的融合发
展，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城乡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

如果单纯的忽视农村，认为
通过城市发展就可以把农村的问
题都解决了，这是非常天真的。
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够城乡分
离、不能够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
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
推进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村的发
展。比如城镇化发展了，对农产
品就有更大的需求，农产品的市
场就更广大了。新型城镇化的推
进，可以带动农民就业，还可以
让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落户。

在我国，解决好“三农”领
域的问题，是决定着国家长治久

安、关系到改革顺利发展的大问
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韩俊认为，优
先二字，让我们自觉的把“三
农”工作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位
置。

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优先”
的地方，只有三处：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也就是
说，教育、“三农”和就业，都是
需要优先发展的事业。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机制，为今后搞好乡
村振兴战略的顶层政策设计指明
了方向。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
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所以必
须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五个方

面，都要进一步明确任务，都要
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把每一项
工作做实了，让乡村振兴战略能
够落地、能够生根，能够给亿万
农民带来好处、带来利益、带来
福祉，能让农村的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
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
比单一的农业现代化涵盖的范围
更加宽广。

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韩俊表示，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努力形成我国“三农”发展新格
局。

现在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条件是越来越完备了。
比如现在农村基础设施、道路，
发展得非常快，互联网在农村越
来越普及，现代物流体系进入农
村，在农村的覆盖面越来越宽，
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卫生、农村
的社会保障、农村的文化这些方
面都有了长足进步，所以农业农
村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只要努力，这个目标一定
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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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17/11/28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平A4 观点

乡村从来不处在从属地位应该和城市平等

改革论坛

乡村振兴关键在“农民”

□乔金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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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让农
民成为一种让人向往的职业，造
就亿万懂农业、爱农村的职业农
民，这将是振兴乡村的生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
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达到
57%，已经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里落户，这对农业农村的
发展是极大的促进。但是，无论
城镇化怎么发展，到 2030 年至
2035年，还会有约4亿左右的人口
在农村生产生活。简单依靠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思
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
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从来
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它与城
市是命运共同体。人们说，城镇
化会伴有“城市病”，其实乡村也
有“乡村病”。不同的是，前者是
在快速发展中产生的，后者是在
发展趋缓中产生的。乡村发展的

活力问题也不是我国独有的现
象，而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据统计，1960年至2016年间，全
球 城 市 人 口 比 例 从 33% 提 高 到
54%，伴随着城市发展，乡村社区
发展活力却在逐渐降低。在我
国，其集中表现为农村“三留
守”问题和“谁来种地”的问题。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
素。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
是受益者，必须要把亿万农民群
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
动起来。在过去长期的农业生产
中，我们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
在重物轻人的现象。这表现在只
注重农产品的数量指标增长，不
看重务农队伍素质提高和职业
化。相应的是，农村教育、科
技、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投入
少，导致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人
才缺乏。

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健康
发展，只有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
不断提升，才能有效推进乡村的
可持续发展。因此，乡村振兴既
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
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
建设，包括乡村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
要注重解决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
力的老龄化问题，引导部分农民

工返乡，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
乡，城市的科技人员下乡，各类
群体到农村去创业创新，高起点
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

懂农业，方能知轻重；爱农
村，方能守初心。如今，“农民”
两字不应是一种身份，而应是一
种职业。新老农民队伍中，不乏
赶时髦一哄而上者，也有人因短
期效果不佳而离开。但是，绝大
多数农业从业者、创业者是怀着
对农村的美好向往、对土地的特
殊情感，他们带来了资金、技
术，托起了新农业，创造了返乡
下乡创业的许多成功案例。

乡村振兴战略得靠这样一批
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的人去落
实。一方面，要通过富裕农民、
提高农民、扶持农民，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只
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让农村
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
令人向往的产业，才能使人留在
农村。这就要求，既要做减法，
减少农民数量，积极推进新型城
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又要做加法，提高农民，做
大现代农业，做强新老农民群
体，为乡村振兴引入“活水”。

现象评说 各抒己见

【核心提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里落户，这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

进。但到2030年—2035年，农村还会有将近4亿左右的人口，乡村从来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应

该和城市处在平等的地位上。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够城乡分离、不能够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

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村的发展。

莫让低成本违纪放纵了村干部
□李季

笔者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
部，查处过一些村干部违纪案，在
办案之余也会思考：常言道，亡羊
补牢，未为晚矣，为什么这些年
来，我们对村干部的监管之“牢”
往往难得补好？而在分析此类案件
时，我们却有相似的结论，除了没
把村干部当“官”管，疏于管理和
监督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村干部违纪成本较低，从查处的案
例来看，选择违纪应该是用最小的
成本去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当违
纪成本等于或大于违纪收益时，一
般就没有必要选择违纪。

具体而言，违纪者之所以选择
违纪的原因有：一是经济上不付出
或者付出少。对于滥用职权以权谋
私的农村干部，他们的违纪行为是

“无本万利”的交易，如在农村集
体“三资”的管理上，通过采取一
些操作手段从中谋取个人私利的情
况较为普遍。二是追究责任轻。在
问题被发现前，农村党员干部不必
承担任何责任，而问题发生时，农
村党员干部承担的责任相对较轻，
顶多背个党纪处分，而不会影响其

“前途”。三是舆论压力小。农村党
员干部违纪问题揭发率较低，进而
使得违纪人员心存侥幸，甚至无所
顾忌，农民群众多以发展自身经济
为主，只要个人自身的利益没有受
到损害，很少主动去揭发干部。

新时代、新要求，随着从严治
党向基层的不断深入和推进，相信
这种加大违纪代价将来会在村干部
队伍中运用的越来越多，违纪有代
价，必将让村干部三思而后行。

【观点摘要】

■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健康发展，只有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才能有效推进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懂农
业，方能知轻重；爱农村，方能守初心。

■乡村振兴战略得靠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的人去落实。

增加农民收入仍是
农业现代化战略重点
□马晓河

《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
2020》提出，今后五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要高于
6.5%，以确保 2020 年农民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这体现了农业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即通过发展现代
农业，让农民有更多的、实实在在
的获得，使他们能过上更加体面和
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增加农民收
入，要进一步做好加减法。

从做加法角度讲，一是鼓励支
持农民放在高附加值种养业，瞄准
社会消费需求结构调整新趋势，生
产安全健康、精细优质、价值含量
高的农产品，实现效益最大化。二
是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利用新机制、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在产业联动中实现农

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是瞄准落后
地区和贫困人口、瞄准农业薄弱环
节，利用必要力量，不断增加农业
投入，将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补上
来。四是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
革。

从做减法角度讲，一是积极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大城
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要在现
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农民进
城门槛，为农民进城落户创造制度
条件。只有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农业才会有更大的可能空间
实现规模化经营。二是鼓励支持农
民开展农业节本降耗。要从政策上
支持农民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集
约节约农业资源，科学配置劳动
力、资本、技术和水土资源，通过
创新降低农业经营成本，通过创新
增加农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