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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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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金亮

产业不够，房地产来凑;项
目不够，农作物来凑;特色不
够，产业园来凑……一些地方
特色小镇建设“全靠凑”的怪现
象近来不时见诸报端。这些变
形走样的特色小镇难免让人担
心:特色小镇是否被一哄而上
搞成了房地产或人造景点?

毋庸讳言，特色小镇已成
为宠儿，很多地方政府表现出
了浓厚的兴趣，不少企业也趋
之若鹜。对特色小镇满怀热
情，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以发
展大中城市为主的政策取向，
使得城镇发展受到冲击。大量
的城镇资源要素被城市吸走，
一定程度上是对小城镇发展的
欠账。如今发展特色小镇，既
是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调
整的要求，也是城乡统筹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不过，不少地方的特色小
镇野蛮生长、凑合事儿，需要引
起高度警惕。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些地方政府有借特色小
镇拉动GDP的冲动，一些企业
觊觎各级补助资金，一些企业看
上了连片土地资源。但是，从各
地自身条件来看，又多有不足，
前期规划设计不到位，后期运营
驾驭不了，到头来只能靠“凑”。
特色小镇有其发展规律，需要当
地有良好的区位和资源，条件不
具备，硬造肯定不行，当前尤其
要严控以下不良倾向。

要严控房地产化倾向，防
范“假小镇、真地产”。不能用搞建设的思
路来发展特色小镇，更不能打特色小镇旗
号违法违规搞圈地开发。南方某镇是革命
老区，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却被定位为“花
卉小镇”。可是，在实地人们见不到花卉的
踪迹，反而是地产项目正拔地而起。特色
小镇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
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乡规划的前提下，划定其发展边
界，避免另起炉灶、大拆大建。

要严控园区化倾向，防止“新瓶装旧
酒”，把原有的产业集群简单贴了标签就是
特色小镇。特色小镇要有产业依托，但并
非只是产业园区或创新平台，而是在几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通过积聚资源和要素实现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融合，是区域、城乡协调
发展的载体。目前，多数特色小镇存在重
生产、轻生活现象，人居环境建设滞后。特
色小镇要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既有青山绿
水的生态，又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功能，还有
休闲养生的居住功能，让当地百姓、创业者
和游客都能受益。

要严控行政化倾向，防止建制镇摇身
变成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并非建制镇，不
是行政区划的概念。一些省份将特色小镇
误认为城镇，在建设主体上还以建制镇为
单位。东部某市规划打造“地板小镇”“电
梯小镇”“灯具小镇”等特色小镇，几乎全部
依靠乡镇政府来打造。更有甚者，个别省
份为了加快建设“特色小镇”，还逐级对县
乡政府下了硬指标，几年内必须完成多少，
等等。有必要强调，要厘清政府与市场边
界，企业是特色小镇建设的主力军，政府的
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

总之，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个筐、什么
都往里装，一定要突出特色产业、特色风貌、
特色功能。小镇自身决定了其要素成本与
市场空间，不同区域的特色小镇必然存在差
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设特色小镇，要用
最小的空间资源达到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
的最优布局，绝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也不
能“千镇一面”。让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已
将各地创建名单中不符合要求的三类特色
小镇列入了逐年淘汰的目标。有关文件中

“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
新而活”的要求有望加速落地。

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如何精准对接？

“在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不断迭代自我认知，立足农业农村实际，找准网络强国

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全面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在日前举办的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

览会数字乡村发展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表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以数据链带动和提升

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支撑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建立起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的有效对

接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数据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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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蕾宇
供图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实验室
“剥丝抽茧、层层分析”

姜芹主要负责兽药、饲料检
测和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检测工
作。“我们的工作关乎养殖户的生
产，关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容不
得一丝马虎和大意。”姜芹告诉记
者，从根本上预防动物性食品安
全风险，就需要绿色兽药和添加
剂来确保禽畜的健康。这其中自
然离不开姜芹和同事们辛勤付
出。作为检测人员，实验水平当
属“看家本领”。工作以来，姜芹
参加了20余次专业培训和继续教
育，拥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检

验检测机构内审员培训证和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证等多个
专业培训证书。为了检验实验水
平，提高业务能力，她还先后多次
参加检测中心组织的内部能力比
对，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举办的
外部能力比对。

在记者看来，每一次操作都
不尽相同，一组实验常常要在实
验室待上很久，也许有些枯燥。
姜芹却表示，“做实验就像破案一
样，剥丝抽茧、层层分析很是有
趣。有些实验需要细菌培养，而
细菌活性波动大，有时候光是培
养细菌就要整套流程做上3到 5
遍，最长花费个10天都是家常便
饭。”当发现不合格指标时，感觉
就像警察破了案一样；当遇到实
验标准表述不详尽、按照方法做
不出数据时，姜芹和同事们还要

和兽药生产厂商学习探讨。“每一
次这样机会都是学习的好机会。”
姜芹说，实验室工作千头万绪，但
只要有心，也可做得开心有趣，在
工作中享受人生。每一次实验都
严肃对待，每一项结果都严谨判
定，不让任何一家诚信的企业蒙
受误解，不放任何一批有问题的
产品进入市场是她坚定的信念。
实验室点滴工作，需要检测人员
投入全面细致仔细彻底的极限
值，过程虽辛苦，想想一路走过
来，却也收获了工作成绩和乐趣。

蹲鸡棚、跑猪舍
只为监测细菌耐药性

作为动物疫控检测人员，姜
芹和同组同事还负责全国和上海
市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

姜芹告诉记者，细菌是在不断变
异进化的，必然会产生耐药性，但
是外界用药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
进程。所以，细菌耐药性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被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是21世纪最大的公共卫生安
全问题之一。

为了遏止细菌耐药性的蔓延
及在养殖业中规范、合理使用兽
用抗生素，农业农村部自2008年
起就启动了全国动物源细菌耐药
性监测网，制定了动物源细菌耐
药性监测计划，上海市农业农村
委也根据农业农村部任务制定相
应的配套计划。“我们检测所作为
农业部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之
一，自2008年起就承担了农业农
村部和上海市的动物源细菌耐药
性监测任务，为相关决策部门提
供了科学数据及有力的技术支
撑。”就这样，姜芹和同事每年赴
江浙两省及上海各区县养殖场采
样，在酷暑严寒中蹲鸡棚，跑猪
舍。近三年来参与样品采集2000
多份，分离鉴定细菌2000多株，完
成药敏试验1000多批。

采集数据只是第一步，为了

总结耐药现状，分析变化趋势，姜
芹必须在大量数据中寻找蛛丝马
迹，连珠成线。作为青年突击队
队长，在姜芹的带领下，11名队
员集结在飘扬的突击队旗帜下，
在抗生素细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冲锋陷阵。“我们项目实施至
今，课题组积累了大量耐药性基
础性数据，为评价细菌对抗菌药
物耐药性发生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撑，为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
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姜芹告诉记
者，为了规范抗菌药物的合理使
用，延缓和遏制细菌耐药的蔓延，
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公告，停止
了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
星、洛美沙星作为兽药使用和停
止硫酸黏菌素作为动物促生长药
物使用。

日常工作，姜芹还需要到区
县培训授课，指导建议养殖场如
何科学、规范用药，为评估兽医抗
菌用药风险及公共安全管理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撑。“这份工作，唯
有认真较真求真，才能守卫着城
市公共安全，我为我的职业感到
骄傲。”姜芹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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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量有多少，

抗生素含量是否超标

……送到市民餐桌前的

肉禽产品如何确保安

全？在上海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饲料兽药

检测中心，开朗活泼的姜

芹只要一换上整套实验

室装备，神情立马变得严

肃起来，“实验室的工作

看似枯燥，但只要抱着认

真较真的劲儿，在工作中

同样可以享受到不一样

的乐趣。”提取、净化、浓

缩，然后上机器检测，话

语间，姜芹动作干脆利

索，操作规范迅速。她笑

着说：“我就是实验室里

的‘女汉子’”。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湖南省衡阳市举办
全国一村一品产业扶贫经验交流暨村企对接
活动，交流总结经验，促进村企对接，加快
发展“一村一品”，培育主导产业，促进农
民脱贫增收。据了解，在一村一品品牌示范
带动下，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发展各
类一村一品专业村1.5万个，约占全国专业
村总数的1/4，专业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10674元，大幅高于贫困地区平均水平。

会议指出，培育发展一村一品，是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的重要抓
手，是贯彻落实产业扶贫的重要途径，是实
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突出特色打造“一

村一品”，要加强政策支持，做好项目对接
和资金整合，形成政策合力；要加强规划引
导，立足当地资源优势，综合区位优势、产
业基础和市场条件等因素形成科学规划；要
加强人才培养，调动各方资源支持培养产业
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要做强主导产业，深
挖产品内涵，运用科技手段，借力新型营销
模式发展产业；要加强村企合作，建立健全
以合作共建、互利共赢为出发点的良性发展
机制；要加强典型示范，挖掘“一村一品”
典型经验做法并提炼为方法和制度，供各地
交流借鉴。

会上向第八批300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颁发了证书。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共
开展了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创建工
作，认定 2409 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016-2018年，共认定233个位于国家级贫困
县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占全国认定总数的
近30%。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和衡阳市，河北省魏
县、四川省金阳县、安徽省金寨县、陕西省延
安市、甘肃省庄浪县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
一村一品产业扶贫的典型经验。湖南省10个
专业村镇与10个龙头企业成功对接并签订了
合作协议。

据农业农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