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儒林

目前农村在基本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供给、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
效能提升以及相关政策保障等方
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进
一步加强新时代农村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建议：

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
通过各种寓教于乐、让农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民群众中入
脑入心。

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地方
党委政府应自觉担当起农村文化建
设的主体责任，建设好基层党组织，
选好党支部书记和文化带头人，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组织保
障。认真贯彻落实今年6月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在乡镇党委
的领导下统筹推进“党农文教”融
合，整合宣传、教育、文化、农业等相
关部门力量，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
织作用，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农民夜校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发挥好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作
用，打造一支“管得好、用得上、永不
走”的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大难点是“供
需错位”，即政府提供的往往不是农
民想要的，而农民最喜欢、最需要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当地文化工作者
往往最了解。建议大力实施农村文
化人才队伍“素质工程”，根据当地
农村需求开展精准培训，培养更多
本乡本土的文化能人和文化带头
人。 （摘编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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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

“谁污染谁治理”，呵护生态需要更多硬举措

现象评说

努力培养更多
乡村本土文化人才

各抒己见

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核心提示】近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确定了2019年度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单位名单，要求第四批试点单位到2020年10月完成相关试点任务。为了加快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步伐，着眼于“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目标，当前农村

集体产权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在于构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合法授权经营基础上畅通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渠道。应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突破性改革带动系统性推

进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孙志杰

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
为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围绕农村
集体产权改革试点中凸显的普遍
性难题及“颁证赋码”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运转问题，为基层改革提
供法律层面指引和保障：一是聚焦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应当
明确可经营的集体资产来源和资
产运用授权方式，对于财政投入资
金用于农业农村事业形成的可经
营性资产，应明确确权到村集体的
流程，使“使用者受益人所有人”统
一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二是聚焦

“政经分开”下的三类组织关系，应
当详细列示村党组织的领导监督
职责、村委会的授权管理职责和村
级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职责“三个

责任义务清单”；三是聚焦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治理体系构建，规范重
大事项民主决策程序，明确集体股
设置的最高比例及用途方向，对于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制
定规定折股量化办法，防止出现

“村民成员要求直接分配损害集体
整体利益”的现象。

嵌入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挥
村集体合作带动作用。当前各地
围绕乡村产业振兴谋划，结合“一
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行
动，推动了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绿
色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优
势在于熟悉当地农业产业现状，能
够充分挖掘经营性村级集体资产
的市场价值，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提供“资产、资源、资本”方面的重
要支撑。一是嵌入产业链环节，村

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提供农产品公
用品牌管理、育苗收割、电商营销
等社会化服务，发挥村集体“统起
来”的带动作用；二是嵌入创新链
环节，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与新技
术新业态新资本合股经营，示范带
动小农户种植新品种，应用新农
机，学用种养新技术等；三是嵌入
价值链环节，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
提供农产品包装升级、物流升级、
仓储升级等服务，提升农产品外在
品质实现优质优价。

推动人才双向流动突破，推动
新村民融入乡村振兴。人才与产
业共生共进，当前村集体产业不同
程度存在“同质化竞争、低效益生
存、高品质缺乏”问题，尤其是农村
集体资产股份在内部成员间相对
封闭交易，对成员身份更趋于严格

管理，因此许多企业家带着技术、
资本到农村缺乏归属感，难以与本
地村民融合发展。需要打通人才
城乡双向流动机制，特别是让工商
资本在农村大地落地生根，真正与
村集体和村民共同构建“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联合体。
一是给予“扎根型”企业家准村民
待遇，对于村级相关事务有一定的
民主参与权利，鼓励企业家开发投
资产业基础设施同时用于村级公
共事业；二是开展村集体建设用地
租赁房建设，开发村级人才公寓等
支持乡村产业吸引技术人才就地
置业；三是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相衔接的机制办法，将精准扶贫
中探索出来的好机制延用至乡村
振兴中“空壳村”“薄弱村”的帮扶
中去，继续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

集体经济薄弱村下派“第一书记”，
由省市县单位挂点帮扶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试点村，派驻工作队长期
驻点扶业扶志扶智。

攻坚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激发
各级主体的改革动力。一是推动
考核机制改革，运用好农村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成果和管理平台，在年
度考核村集体收入增长情况基础
上，增列“资产运营相关考核指
标”，实现从收入考核向资产运用
考核的转变。二是试点资本运作
改革，选取一些集体经济发展强
县，探索成立县级层面农村集体资
产集团公司，由各个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自愿以资源资产入股，通过集
团公司牵头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发展新型现代农业，与大型龙头
企业联合发展乡村旅游、康养农业
等一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三是
推动监督机制改革，建议学习推广
浙江做法，明确“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作为其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
管理的监督责任主体”，发挥乡镇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村级
重大经济事务“上管一级”制度，加
强乡镇街道在村级留用地管理、产
业项目布局等方面的管控。同时，
结合各地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
斗争，对不合理不合规的资源转包
出让合同进行甄别清理。

(摘编自《学习时报》）

□吴迪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日，
江西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污
染环境案作出判决，判令涉案9名
被告对被污染的地块承担生态修复
义务。这些被告以环保公司名义承
揽污泥处置业务，层层低价转包，从
浙江等地将14800吨有毒污泥偷运
至长江沿岸非法倾倒。经环保部门
鉴定，被污染土地修复工程总费用
达1446万余元。

以往不少污染环境事件后，生
态的修复治理往往落在政府部门头
上，“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
单”的局面更让不法分子无所畏惧。

扔过病死猪，埋过垃圾，堆过危
化物，现在又倾倒上万吨有毒污泥，
长江沿岸被某些人当作“天然垃圾
处理场”。近两年来，生态环境部会
同沿江省份和相关部门在长江沿岸
排查出上千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非法倾倒、非法转移等问题。长江
沿线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长江沿岸有毒有害垃圾对土
壤、水体、动植物以及周边民众健康
的危害，想想都不寒而栗。其中，不
法商家受暴利驱动是主因。一些企
业为降低成本，或自己偷排，或直接
转卖；而接收固废的公司则通过层
层转包，盘剥利润后将原本该处理
的废物直接丢弃堆放——“钱是我
的，危害是别人的。”而跨区域监管
和执法的衔接不畅、法律惩戒相对
绵柔等，也是重要原因。

此案中有毒固废掩埋在多地，
不同地区的相关部门在发现、查处
上显得势单力薄；多名被告人曾因
污染环境罪被判过刑，如今卷土重
来，打了法律一巴掌。更恶劣的是，
以往不少污染环境事件后，生态的
修复治理往往落在政府部门头上，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
局面更让不法分子无所畏惧。

破解生态环境污染顽疾，“谁污
染谁治理”是有力的抓手。一些地
方已经开始行动。比如，贵州、江西
出台“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
费”的相关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补
偿治理的责任主体。去年重庆市第
一中级法院判决直排废水到长江的
两家被告企业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1441万余元，这是中西部
首例一审判决生效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但总体上看，“谁污染谁治
理”推进、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现
实中面临诸多困境。

比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
污染等往往因污染源具有流动性、
投放污染物具有隐蔽性等因素，而
导致责任主体不明，无法落实“谁治
理”，最后只能政府自掏腰包。再
如，即便明确了责任主体，但涉事企
业或个人又不具备修复治理的资质
和资金，让其治理不仅难以完成修
复目标，甚至存在二次破坏的可能，

最终只能判刑的判刑，罚款的罚款，
治理任务又落在政府头上。此外，
有些污染企业虽然承担着治理义
务，但又会选择“先污染后治理”，难
以建立有利于环保的自我约束机
制，治污设施和能力参差不齐，治理
效果无从保障。

期待各地相关部门能在“谁污
染谁治理”上多一些有力举措，让不
法分子承担修复环境的巨大成本和
代价，从而形成足够震慑。同时，还
需要在落实责任主体难上破题，对

“污染者付费、第三方专业治理”的
新模式进行探索。此外，要加大对
污染源头的监管，完善固废异地转
移制度和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生态环境在保护上如何齐抓、
在治理上能否多措并举，“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还需要更
多类似“谁污染谁治理”的硬举措。

（摘编自《工人日报》）

农产品“优质优价”要有依据
□孙鲁威

国际上农产品贸易中确实没有
“优质优价”这个理念。优质是什么
构成的？品种、管理、气候。品种一
般是根据客户的合同需要选定的，
品种没有优劣之分。比如大豆，转
基因还是非转基因，各有利弊，客户
要什么就签什么合同，最后农民的种
植利润是一样的，价格也是提前确定
好的。收益取决于产量和品质，产量
和品质取决于气候和管理，管理取决
于标准化程度。由于标准化已经普
及，所以，最终的价格差异就取决于
气候了。农民规避气候风险可以购

买政府提供的保险产品，还可以委托
采购商在期货市场做套保等运作。

你可以要求优质优价，但你要
拿出优质优价的理由来。你说品
种？这个消费者不一定认可，为啥
消费者心心念念的还是“小时候的
味道”，这里面有令人反思的东西。
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就好吗？不
一定。“小时候”的中国农业没有结
构调整的能力，一个品种长期发展
培育了消费者，两者之间建立的产
销友情，成就一份念想，一个品牌。
如今的农产品有了结构调整的能
力，有了“增产增收”的欲望，更有了
产地结构调整的自由。自由的结果

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多了多，
少了少”，闹出来的都是笑话，绝不
是“政绩”。比如一些久负盛名的传
统优质小麦生产县，为了“增收”，也
大搞“结构调整”，种花、种菜、种果，
就是不能把自己的优势农产品——
小麦种出品牌来，结果，把支柱产业
做没了，新产业形不成支柱。展望
国际上所有的农业品牌，哪个不是
历史的积淀？你等不及是吧？那就
别奢望太多。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就
没有品牌。说到底，农产品做出品
牌来绝不仅仅是政绩需要，更需要
有一种生态精神。

所有的农产品的品牌价值是通

过企业来实现的。产地要做产地品
牌，就要做标准化。生产、管理、经
营，都要标准化，规范化，甚至法制
化，你的产品才能走得远，走得越远
效益越高。“为企业种庄稼”，我们
20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但如今看
进展缓慢。一头是你这里卖不出好
价钱，一头是企业找不到好原料；一
头是你左冲右突不停更换“好品
种”，一头是各种企业由此而得不到
稳定货源。的确，这种调整模式你
确实要承担增收压力。产地有关部
门可以梳理一下，找找短板，光喊

“优质优价”不能解决问题。
（摘编自《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