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政府主导，重视基础设
施建设

上世纪60年代，韩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悬殊，
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到70年代，韩国为促进乡
村发展，掀起了以农村开发为核心的全国发展战
略，类似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阶段，政府设计规
划多种工程，用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
村生活环境。比如建设乡村公路、桥梁、新农村
会馆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中，韩国政府
为项目实施免费提供钢筋和水泥。先建设哪些
项目，也是由当地农民根据当地生产生活情况自
己决定。

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第二阶段，政府实行分
类指导的方针。政府首先对乡村进行分类，对于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村庄，重点培养人们的“自
立”精神，并继续支持村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
水平；对于农业发展潜力大的村庄，倡导“自助”
意识，重点是疏通河道、改良土壤，提高农业生产
的基本装备水平，同时合理布局村庄，促进多种
经营发展；对于发展基础比较好的村庄，重点是
协助其产业发展，比如，农副业、种植业、畜牧业
发展等，政府鼓励并支持农民采用机械化等先进
生产技术手段，组织集体耕作，以及修建更加完
善的生活福利设施。

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第三阶段，从时间上看
已经进入 21世纪。其“新农村建设”由初期的
政府主导、具有“官办”性质的乡村运动，发展成
为完全由民众参与的民间社会运动。在这一阶
段，人们开始致力于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社会道
德建设、集体意识教育等方面。

韩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而且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不断变
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良好的农业基础
设施为韩国乡村振兴的成功提供了必要保证。

●西班牙：创意景观农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
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业以农业农村资源
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
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是提升农业、繁荣农
村、富裕农民的产业。世界上最早将农业种植与
旅游业结合，发展乡村旅游的国家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这是一个靠售卖阳光和海滩就可以
养活一半民众的神奇国度，明媚的阳光、古朴的
街道、惊险的斗牛表演、激情的弗拉明戈舞、奔放
的西班牙女郎、疯狂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都是

这个国家的标签。
这个热情似火的国家，还有“欧洲果蔬园”的

美誉。农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8%，居欧盟第
二位，农业总产值约占GDP的2.5%，全国60%以上
的果蔬用于出口，其中95%出口至欧盟其他国家、
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市场。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将乡村的一些城堡
改造为饭店，把大农场、庄园进行规划建设，提供
徒步旅游、骑马、滑翔、登山、农事体验等项目，发
掘了斗牛、奔牛、番茄大战等农业特色化、创意化
娱乐项目，使全国4%的农业人口创造的农业旅
游产值超过了海滨旅游，成为西班牙旅游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中，非政府的乡村旅游协会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西班牙乡村旅游协会(ASETUR)是一个
民间的联合体，和政府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西班牙经营乡村旅游的业主60%以上都加入
了这个协会。协会网站上有各个会员单位的介
绍，游客可以直接在网站上进行预订，协会还把
各个会员单位组织起来，通过预订中心、报纸广
告和互联网等手段进行统一的营销推广。为保
证乡村旅游的质量，协会还自行规定一些标准，
要求会员单位执行。

●法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生态作
为整个农业产业的核心和支柱，会把对自然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降到最低。同时，以生态为
龙头的发展模式，会带动以能源创新、生态保护、
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土壤改良等等一大批产
业的发展，从而形成对整个生态保护的良性循

环。这无疑是具有巨大社会效益的发展模式，绿
水青山也就是真正的金山银山了。

法国是欧洲农业大国，其生态农业的发展也
走在欧洲前列，相关技术标准更被欧盟借鉴而成
为欧洲生态农业的技术蓝本。在生态农业的快
速发展中，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专业组织在内的
有关方面各司其职，协调配合。

20世纪80年代，“生态农业”一词正式出现
在法国法律中。但早在此前，生态农业已经经历
了几十年的发展。1931年，一些法国农民自发
采用有机肥料，提高土壤肥力，种植出高优质蛋
白小麦，用来生产面粉和面包，生态农业雏形开
始出现。1958年，第一个生态农业组织在法国
西部诞生。1961年6月，法国生态农业协会成
立，借助当时强调回归自然的社会运动，积极推
动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如今，法国生态农业占法
国农业用地面积的5.7%，占地约150万公顷。

法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台多种政
策，甚至颁布专门法律，先后制定了20余个生态
农业标签的技术指标。

生态农业标签，是法国五种标注质量和原产
地的标识之一，证明产品符合法国有关法律的规
定，保证产品的有机生产方式和过程完全尊重生
态平衡和农民自主权，未使用杀虫剂、化肥、转基
因（OGM）物质，严格限制使用各种有副作用的物
质，其中加工类产品的配料中至少95%要通过政
府部门委托授权的认证机构的检验。

为推进生态农业发展，法国专门设立未来发
展基金，每年投入300万欧元，政府在发展规划
以及实践方面的未雨绸缪和积极作为，向市场发
出了积极信号，引导社会资源向生态农业聚集

（据《神农岛》）

据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发布消息，截至9月17
日，哈全国累计完成粮食和豆科作物收割任务
1410万公顷，平均产量9.2公担/公顷，较2020年
（11.9 公担/公顷）下降 22.8%。完成谷物脱粒
1300万吨，其中小麦1040万吨。此外，收获油料
作物 19.78 万吨，土豆 214.2 万吨，蔬菜 373 万
吨，瓜类258.1万吨。

截至9月17日，哈粮食主产区（阿克莫拉州、
科斯塔奈州、北哈州）完成作物收割1060万公
顷，占总收获面积的91.4%，累计收获粮食890万
吨，平均单产8.4公担/公顷。预计全部收获工作
在10月初结束，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530万吨，
其中小麦1050万吨。2019年和2020年，哈粮食
总产量分别为2006.3万吨和1740万吨。

据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截至2021年8月
1日，哈全国谷物和豆类作物存量350万吨，其中
小麦280万吨。加上往年结余，今年实际可分配
粮食约1880万吨，其中小麦1330万吨。哈国内
市场小麦需求约为760万吨。其中，食用小麦
300 万吨，饲料小麦200 万吨，种用小麦180 万
吨，加工小麦80万吨。预计全年小麦（含面粉）

出口量约为550万-600万吨。
为保障粮食收割，哈农业部安排了39.65万

吨低价柴油。平均出厂价格156坚戈/升，用户平
均价格为177坚戈/升。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主持召开政府会议，研
究2021年秋收工作进展情况。哈农业部部长卡
拉舒克耶夫、阿克莫拉州州长马尔日克帕耶夫、
科斯塔奈州州长穆哈姆别托夫、北哈州州长阿克
萨卡洛夫等分别做工作汇报。

据汇报，2021年，哈农作物种植面积达2300
万公顷，较2020年增加32.2万公顷。其中，粮食
和豆类作物种植面积1610万公顷（含小麦种植
面积1290万公顷），油料作物种植面积310万公
顷，蔬菜瓜类作物及马铃薯种植面积47.38万公
顷，棉花种植面积10.97万公顷，甜菜种植面积
2.17万公顷，饲料作物种植面积320万公顷。

受不利气候条件影响，今年全球粮食（小麦）
产量呈下降趋势。预计加拿大小麦产量下降
34.5%，俄罗斯下降15%，美国下降7%。预计今年
哈萨克斯坦粮食和油料作物总产量为1800万
吨。其中，粮食和豆类作物产量1600万吨。截

至目前，哈全国秋收工作已完成约95%。粮食平
均单产9.5公担/公顷，已收获粮食1430万吨，收
获油料作物约20万吨。

马明指出，尽管受到干旱气候影响，粮食产
量出现下降，但国内粮食市场供应仍可得到保
证。预计粮食出口量将达到600万-650万吨。
与此同时，粮食收成质量指标显著改善，达到

“Hi-Pro”等级的优质小麦比例从2020年的60%
提高至74%。此类小麦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

马明要求必须确保国家粮食合同公司按照
“预购合同”及时完成粮食收储工作；要求各地方
政府和农业部确保尽快完成今年的秋收和2022
年春播种子的保存工作；要求工业和基础设施发
展部会同哈国家铁路公司共同采取措施，确保顺
利完成粮食运输工作。

哈农业部部长卡拉舒克耶夫在会上表示，哈
小麦和面粉仍将主要出口中亚国家、伊朗和阿富
汗等传统市场。由于今年小麦品质优良，预计小
麦对中国出口规模有望扩大。

（据《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
商务处》资料）

哈萨克斯坦将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和出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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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如何绘就农业
绿色发展图景？如何守住耕地这个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如何增产又减
污？9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为农业绿色发
展举旗定向。

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
项规划，其中提出的4方面11项定
量指标，为推动农业向绿而行划定

“硬杠杠”，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
兴支撑点。

破痼疾实现增产又减污
“现在我们种蔬菜不用化肥、农

药，而是把鸡粪经过堆肥腐熟做成
有机基质，用它种出的蔬菜口感爽
脆。基质肥力下降后，二次利用来
种植板蓝根、蒲公英等中草药，添加
到笨鸡饲料中，全环节绿色无污染，

‘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起有机肥替
代化肥，山东省临清市老赵庄镇健
坤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梁永波滔
滔不绝。

“以有机肥替代化肥，能让生产
模式绿起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我们要推广这种模式，助力乡
村振兴和产业增收。”老赵庄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亮对记者
说。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是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
强化投入减量、绿色替代、循环利
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积极进
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表
明，与10年前相比，农业领域化学
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分别下降
19％、48％、25％。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
场深刻革命。“当前，农业生产方式

依然较为粗放，全产业链绿色转型
刚刚起步，农业面源污染结构性、根
源性、趋势性压力依然较大。”农业
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
曾衍德坦言。

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
均达到43％，秸秆、粪污、农膜利用
率 分 别 达 到 86％ 以 上 、80％ 和
85％——《规划》中的五项指标剑指
农业面源污染痼疾。

如何实现增产又减污？曾衍德
分析认为，农业面源污染的症结主
要集中于污染排放总量较大、有效
治理模式缺乏、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这
三方面。对此，《规划》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
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

守红线：耕地保护要稳数量提
质量保生态

最新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拥有耕地
19.18 亿亩、园地 3.03 亿亩。与国
土“二调”相比，10年间全国耕地地
类减少1.13亿亩。“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坚
决有力措施，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
红线、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一
级巡视员陈章全强调。

曾衍德表示，《规划》针对当前
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提出了稳数量、提质量、
保生态的“三位一体”举措。其中，
稳数量就是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
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加强和改善占补平衡管
理。

提质量就是要大规模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实施好耕地质量保护
提升行动，强化退化耕地治理，分类

分区解决好耕地酸化、盐碱化问题；
保生态就是要治理修复耕地生态，
促进耕地休养生息和可持续发展，
实施污染耕地治理，力争到2025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3%左右。

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循环发展，不仅需要从制度设计和
科技支撑上谋划，更需要从重塑产
业链上发力。对此，《规划》首次提
出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

如何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
链？《规划》从绿色生产、加工、流通、
消费等全过程作出系统安排——在
生产环节上要实施农业生产“三品
一标”行动；在加工流通环节上要构
建农业绿色供应链；在产业链布局
上要推进产业集聚循环发展，推动
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
活方式。 （据《光明日报》）

“十四五”期间农业绿色发展有了“硬杠杠”

5

［案例］

乡村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各地应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通生产和消费，拓宽

农产品流通渠道，夯实乡村产业基础；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的

优质供给，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详见>>>>7版

［核心提示］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大
塆村村落房屋始建于明末清初，
为典型的豫南民居，因其地理位
置特殊，受到了中原文化、楚文
化与徽派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土
坯墙体、斜顶瓦房的独特建筑形
式，传统村落的建筑和基本框架
保存完好。近年来田铺大塆积
极利用自身优势，文化创意赋能
发展乡村旅游，有效提升传统村
落的保护传承实效。

强化规划设计引领，最大程
度地保存村落历史风貌。2014
年，田铺乡紧抓美丽乡村建设与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契机，借力

“英雄梦 新县梦”规划设计公益
行活动，邀请北京“绿十字”、苏
州浮尘设计等公益团队对村落
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最大程度地
保存村落历史风貌。

加大基础设施改造，统一古
色格调保留乡村文化肌理。2014
年田铺大塆古村落保护性修缮
被纳入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项目，新县整合并投入资金3000
多万元，全面实施石板道路复
修、雨污分流、给排水、人工湿
地、垃圾中转站、大塘整修、绿化
亮化等 11 项系统工程，按照“设
施完善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
美、创新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
身心美”的“四美”标准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和房屋布局提升，以每
平方米500元的奖补标准对全村
的民房进行整体粉刷包装，形成
统一古色格调。在改造提升过
程中，坚持“注重乡土味道，体现
农村特点，记得住乡愁，留得住
绿水青山”的理念，不搞大拆大
建，保留乡村文化肌理，让乡村
更像乡村。

瞄准市场需求打造“创客小
镇”。2016 年初，田铺大塆成立
了三色农耕园艺农民专业合作
社，引进上海一家旅游管理公司
参与大塆乡村旅游的规划与管
理。双方通过探索形成了“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
围绕“乡村创客”主题打造河南
省首个乡村创客小镇。具体做
法是，合作社协调村民，将已完
成改造的个人或集体闲置房屋
租赁给引入的旅游管理公司，按
年度付给村集体、村民租金。该
旅游管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招
募创客，并组织专业团队将创客
的创意在田铺大塆落地。目前
田铺大塆已建成“匠心工坊”手
工艺品店、“田铺伴手礼”店、“不
秋草”竹编店、“碰瓷”瓷器店以
及“80 后记忆”“不期而遇”书店
等特色小店 20 余家。所有特色
小店均由公司负责统一经营、规
范管理，并就近招募村民担任导
购员，解决村内及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区群众就业难题。田铺大
塆将创客平台与文化旅游相结
合，把创新创意融入美丽山水，
以时尚元素增辉传统村落，开发
品类丰富、层次多元的乡村旅游
产品，探索形成文化旅游、美丽
乡村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

“老家寒舍”民宿通过线上
推介营销，从门可罗雀到订单络
绎不绝。其打造者带头成立民
宿合作社，领着乡亲们抱团发展
民宿。合作社制定了民宿发展
规范性标准，同时在村口建立了
民宿接待中心，统一民宿接待与
服务，游客都可以通过线上线下
随时预订民宿。目前田铺大塆
已发展各种民宿20家。“吃”“住”
是旅游产业的两项重要元素。
在发展民宿产业的同时，田铺大
塆农家乐也得到了井喷式发展，
建成豫风楚韵农家乐 8 家，仅去
年9月份以来就新增4家。为进
一步搞活田铺大塆夜经济，2020
年新县投资200余万元对田铺大
塆进行亮化改造。田铺大塆从
沉寂的黑夜中被唤醒、被点燃，
红火的夜经济让一家家特色小
店收获满满。

李连敏 李文哲

河南信阳新县：
文化创意赋能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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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发展规律是发达国家乡村振兴成功的关键

越南

农林水产品出口额
前9个月增长逾17%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生产
造成严重影响，但是今年前 9 个
月，越南农林水产品出口额仍达到
355 亿美元，同比增长17.7%。其
中，林产品出口额达 119.7 亿美
元。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称，今年前
9个月，许多生产经营计划已完成
或超额完成既定指标。农业部门已
做好粮食、食品供应保障工作，满足
国内消费和出口需求。农林水产品
在出口量和出口额方面均实现增
长。

乌拉圭

截至九月肉类出口
同比增长48.9%

截至9月18日，乌拉圭肉类出
口额达18.858亿美元，较2020年同
期（12.672 亿美元）增长 48.9%，较
2019年增长25.15%。按重量算，出
口肉类产品共465738吨，较去年的
347639吨增长33.9%。从产品单价
上看，所有肉类均价为每吨4051美
元，高于2020同期的3645美元，同
比增长11.1%。牛肉是第一大肉类
出 口 产 品 ，达 272894 吨 ，约 合
15.219 亿美元，占肉类出口额的
81%，同比增长44%，出口均价为每
吨 4120 美元，较去年同期提高
7.8%。 中国是乌肉类出口第一大
市场，达10.431亿美元，占55%，较
2020年增长88.1%。

韩国

今年前9月紫菜出口额
突破5亿美元

韩国海洋水产部（海水部）7日
表示，截至9月30日，今年韩国紫菜
出口额已达5.07亿美元，年出口额
有望刷新历史纪录。 韩国紫菜出
口额 2007 年仅为 6000 万美元，
2010年增至1亿美元，之后逐年递
增，2017 年 12 月首次突破 5 亿美
元，而今年仅用9个月时间就打破
这一纪录。同期，紫菜出口对象也
从2010年的60余个国家和地区增
至如今的112个国家和地区，今年
还进军葡萄牙、塞浦路斯、不丹等新
兴市场。在越南、俄罗斯、德国、加
拿大等被其他国家占据的出口市场
上，韩国紫菜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不
断提高。

全球

2021/2022年度糖供应
有望改善

一份报告称，2021/2022年度全
球糖供需前景有望改善，因为亚洲
和欧洲的糖产量提高，有助于部分
抵消巴西糖产量再次减产的影响。
尽管供需前景改善，2021/2022年度
的需求仍将连续第三年超过产量，
供应缺口将达到80万吨，意味着库
存将继续下滑。相比之下，2020/
2021 年度的供应缺口高达 290 万
吨。2021/2022年度泰国糖产量预
计将提高到 1050 万吨，同比提高
39%；印度产量也将达到3150万吨，
比上年提高2%，因为亚洲天气总体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动态］

乡村消费再迎新机遇

县乡商业体系该如何完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城乡生存与发展环境产生巨大落差与不平衡。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曾遇到过，那发达国家的

乡村振兴又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就介绍几个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成功模式，也希望在借鉴学习中，可以给我国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带来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