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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乡村是传统乡村的飞跃。这种飞跃，以社会形

态的转型为基础。从总体来看，田园综合体的创建就是要

推动传统乡村向未来新乡村的转型发展。总体来看，中国

的未来乡村是一个由特色小镇为龙头，发挥小镇综合服务

功能，特色小镇带动并引领村庄发展，村镇融合、村村一

体，城乡融合互动，支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乡村居民生

产与生活提供综合服务的综合体。

乡村振兴需要创新发展形态

>>>>>>详见详见bb11版版

□记者 张树良

国庆节前，在上海市新型职
业农民职业技能大赛（种植业行
业赛区）现场，裁判人员根据参
赛选手的操作规范性和回答准确
性，记录下每位选手的得分。根
据比赛要求，参赛选手需完成绿
色生产水稻种子消毒处理技术、

水稻主要病虫草的识别和绿色防
控技术选择、水稻虫害性诱捕器
的安装使用、农药配制及喷雾器
操作等四个项目的比赛，并通过
完成度和操作时间进行评分。

为进一步提高本市种植业行
业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技能，检验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成果，将
更多新技术、新装备应用于农业

生产，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
处、科技教育处主办了此次大
赛，来自全市9个涉农区的粮食生
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
大户代表，共计27名选手参赛。

大赛工作组组长姜忠涛介绍
说，此次比赛中所使用的药剂、
诱捕器、喷雾器等都是实际生产
中使用的，病虫草标本也是最近

一两天从田间采集而来，通过提
供“仿真”的操作环境和操作对
象，可以更加准确地检验和提升
职业农民的实际操作技能。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承办，上海航育种
子有限公司协办。

【展望】

2020 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进之年，也是不折不扣
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贯彻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

2020 年，闵行区将继续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部署和要
求，结合闵行实际，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确保闵
行乡村振兴再上新的台阶，积
极服务于闵行品质卓越生态宜
居现代化新城区建设。

围绕绿色田园工程，聚焦
绿色化、专业化、集约化，以

点带面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促进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

围绕美丽家园工程，以高
质量完成第二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为目标，同时优化农村
环境长效管理制度举措、积极
有序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围绕幸福乐园工程，进一
步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以发展壮大涉农地
区集体经济为重点，促进农民
长效增收，巩固农村“三资”
监管机制。

进一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农村产业融合

以独特区位优势，
描绘超大城市乡村振兴蓝图

【概 况】 ●闵行具有独

特的区位优势，离城市很近，离乡

村不远。抓住这一优势，闵行区在

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

●今年，闵行区突出规划引

领、示范带动、集中居住、重点整

治和长效管理，以加快建设“美丽

家园”。值得一提的是，举全区之力

打造的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革新村，被评价为一个高质量

的“作品”，各行业、各领域的专家

称革新村为“未来版乡村的样板”。

同时，全区68个村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已经完成58个村，剩余村预计

年底基本完成，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全区农村全覆盖。

●优化农业政策体系、农业产

业布局、农业发展质量，闵行以

“三个优化”为抓手，加快发展“绿

色田园”。目前，该区地产农产品绿

色认证率由去年的 5.79%提高至

18.63%。浦江镇、浦锦街道等7家稻

米生产单位组建闵行区优质稻米产

业联盟，建立优质稻米核心生产基

地5000亩并创建“闵田悦禾”区域

公共品牌，浦江镇建立浦江农产联

盟直销点，革新村成立合作社联

盟，马桥镇用“政+院+企+村”模式

打造农业产业园,还开展了蔬菜“机

器换人”示范点创建，给全区农机

合作社农机安装倒车雷达提升安全

生产水平。4家农业经营主体成功与

盒马鲜生等平台对接。

●打造“幸福乐园”方面，闵

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

进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提升集

体资产监管水平和农民幸福生活水

平。该区作为首批20家全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经验交流典型单位

之一，在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就开展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经验做法做了介绍。

结合“互联网+”，投入运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

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信

息平台开发并试运行。

【案例】

今年6月，浦江镇革新村顺利
创建成为上海市第一批乡村振兴示
范村，并拟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录。近一年的创建过程
中，革新村结合自身区位特点，全力
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通过“真
抓、真干、真投入”，促使该村的农民
相对集中居住力度在首批9个示范
村中最大。并通过风貌管控，很好
地保留了江南水乡韵味，成为闵行
区探索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开山之
作，革新村民即将在这里开启全新
的生活。

事前算好“感情账”，
用愿景真心收获百姓支持
推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的

关键在于取得百姓的支持。结合革
新村实际，闵行通过高位推动、部门
联动，形成了革新村农民相对集中
居住方案，将非集建区内7个村民
小组（16 个自然村落）共 232 户村
民，集中居住形成2个农民集中居
住点（保留84户，新建148户）。通
过归并减少农居点用地1.19公顷，
节地率达到 25.8%，减少建设用地
7.04公顷，增加农用地0.41公顷，腾
出商服用地指标1.93公顷。集中居
住方案形成之后，浦江镇三套班子
带头，150名干部驻点，坚持“5+2”

“白+黑”工作常态，搭建政策宣传桥
梁，倾听村民意愿呼声，消除村民动
迁顾虑，化解邻里家庭矛盾，会诊历

史疑难杂案，并主动为村民算好土
地账和发展账，保证村民合法权益，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推动全体村民
发自内心支持和参与这次集中居住
工作。

事中算好“经济账”，
用合情合理实现收支平衡
汲取既往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

训，这次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既要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又不能大包大
揽，伤了集体经济组织“元气”。依
托召稼楼古镇二期开发，革新村盘
活了58幢闲置民房，引进优质社会
企业并一次性预付村民三年租金
21万元/户。为缓解村民建房资金
压力，采用银行贷款政府贴息模式，

引进金融资本3900万元。在实施污
水纳管、天然气入户、架空线梳理、
河道整治等项目时，闵行不矫枉过
正、“过度”配套，新建的革新建业
馆、互助式养老之家、文化客堂间等
公共服务设施，保持着农村田园风
情。同时鼓励农民不对地面进行硬
化，为打造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小竹园等“3+N”园创造条件。革新
村在建设过程中，一直坚持统规自
建、风貌管控等原则，同时实行项目
打包立项，畅通审批环节。政府通
过搭建平台，提供统一管理、统一建
设、统一监理等服务，为村民提供建
房团购价，积极引导村民遵循统一
高度、统一色调、统一元素、统一样
式的风貌管控原则，为革新村在既
定时间节点内，完成一个“高质量”
的作品，创造出十分便利的条件。

事后算好“发展账”，
用产业兴旺维护建设成果
目前革新村正在进行建设收尾

工作，农民乔迁新居之后，要巩固现
有的创建成果，关键在于实现该区
域的产业兴旺，以此实现发展上的
良性循环。目前，革新村依托古镇
二期开发，引进90亿社会资本，村
集体经济组织免费获得10%经营物
业，预计年收益1650万元；腾挪出
的1.93 公顷商服用地预计年收益
1260万元。同时，革新村将区域内
农业合作社建立成为合作社联盟，
共同打造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提高
农业产业效益，还将通过引入文创
等产业，延伸拓展该区域的功能，下
一步将把革新的“小盆景”复制推广
形成浦江镇乃至闵行区乡村振兴的

“大风景”。

破题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谋划超大城市乡村新蓝图

近年来，闵行区在全面推进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基础
上，坚持“立足优势、创新思路、提质
增效、协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夯实
基础、重组资源、提质增效，有效实
现了农村集体土地变资源、资源变
资产、资产增效益，促进了农民持续
增收和乡村共建共享，为乡村振兴
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

闵行区探索优化重构集体经济
组织增收平台、盘活存量集体建设
用地资源、开展经营性物业回购三
个途径，实现资源的优化提升。其
中，对2012年以来有关各涉农街镇
已有的集体经济组织长效增收平台
进行重组，采取“1（镇属公司控股平
台）+X（镇、村项目）”的管理模式，逐
步清退个人股权，转为全部由村入
股。对村级存量集体物业有序开展
二次改建，提升“造血”功能。

为实现产业的统筹发展，闵行
区发展建立发展扶持、统筹管理、人
才保障和资源整合机制。以扶持机
制为例，结合农村综合帮扶工作，转

移支付重点聚焦纯农和经济薄弱地
区。实行镇级集体经济组织长效增
收平台和村级集体经济回购、改造
或开发经营性物业银行贷款贴息政
策，六年来区镇两级共计贴息9770
万元，受益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
物业面积达到116.6万平方米。开
展约十年的基本农田生态补偿，补
偿标准1500元/亩，并与美丽乡村长
效管理考核挂钩，专项用于集体经
济发展和公共支出。开展新一轮经
济相对薄弱村托底帮扶，对薄弱村
当年收支缺口由镇财政（街道由区
财政）予以补足，确保正常运转。

以“三个途径”为抓手，以“四个
机制”为保障，闵行区在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上成效显著：

华漕镇通过近两年的精心运
维，农用地平均单价较拆违前增长
1.5倍，建设用地平均单价增长5.8
倍，物业租金单价增长1.9倍，全镇
16个村营收增长6.6%。这是实实在
在的产业兴旺。

华漕镇赵家村、马桥镇民主村、

浦锦街道芦胜村、吴泾镇和平村
……越来越多的乡村发生蜕变，成
为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标杆，成
为农民宜居的美丽家园。

吴泾镇和平大院、华漕镇许浦
村花知季、马桥镇吉祥坊等16个村
级邻里中心先后建成，创设“集心存
文化客堂间”等一批农民修身基地，
开展“生态文明村”、“美丽庭院”等
特色创建，“村村有特色”的地域文
化氛围已经形成。

治理有效方面，完善大联动机
制，加强物业前端管理、巡查制度和
违法处置，加强租赁合同履约管理，
对承租方涉及土地管理、食品安全、
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违约行为，建
立退出机制，违法违建保持“零增
长”。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农民的钱
袋子。全区超过50%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实行红利分配，人均分配额
约5000元。同时，送健康、送养老、
送教育下乡，农民的获得感也得到
前所未有的提升。

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

本版撰稿 记者 曹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