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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协调推进，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
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的意见》，指出到 2035 年，中国城镇化将进入成熟
期。专家指出，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劲在乡村，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激发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农村消费成扩大内需亮点

今年一季度，农村消费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3525元，同比增长6.8%，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7个百分
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14388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超过城镇1个百分点，农村市场已经成为扩
大内需的新亮点。

乡村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小觑的力量。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今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
任务指出，年内推动 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
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
高 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超过 2.8亿
人，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他们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的同时，也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指出，中国有近
14亿人的大市场，大市场里面有很大一块现在正在激
活、还远远没有达到发挥它潜力的市场，就是农村这
块市场。“未来我们大约会有一亿或两亿人，要从乡村
这个空间转移到城镇这个空间，会为我们国家的投资
消费带来巨大的增长支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

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新农村

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也面临着种
种实际困难。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指出，当
前中国乡村产业相对薄弱、城乡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
较大。“未来的乡村经济应该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等为补充的多元
化经济。”周南说。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关键要打造新产业、新业
态。意见指出，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
系，依托“互联网+”和“双创”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模
式转变，健全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农耕
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业态培育机制，完善农村电
子商务支持政策，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实现城乡的产业融合发展还要注意因地制宜。周
南指出，不是所有的乡村每一寸土地上都适合做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根据不同情况，意见提出了五种新
农村建设蓝图：一是把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要素融合的
重要载体，打造集聚特色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二

是把农业园区作为重要的平台，优化提升各类农业园
区；三是完善小城镇连接城乡的功能，让它承接一定
的产业和公共服务；四是探索美丽乡村的特色化差异
化发展方式，盘活用好乡村的资源资产；五是创建一
批城乡融合典型项目。

城乡融合关键要靠城带乡

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
抓手，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拓展发展空间
的一个强劲动力。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
陈亚军表示，我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劲在乡村，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促进乡村资源要素与全
国大市场相对接，能够释放出可观的改革红利，也能
够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处在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的中后期，
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但也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阶段。陈亚军指出，要顺应城镇化大趋
势，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突出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构建促进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发
展的体制机制。

工商资本入乡发展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
村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内
容。“工商资本下乡带去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带
去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以及人才。”
周南表示，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一方面要优
化乡村基层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稳定政策预
期，引导好、服务好、保护好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还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不能富了老
板、丢了老乡，守住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守住农民
权益不受损的底线。

城镇化，激发经济发展潜力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举办媒体吹风会，对
此前发布的 4 月金融数据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
问。数据显示，4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总体保持增长、环比有所回落。

央行数据显示，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2万
亿元，同比少增 1615 亿元。4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1.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080亿元。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
峰表示，观察货币信贷数据的变化趋势要拉长
时间窗口，不能只看一个点。从总量和结构数
据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1 月
至 4 月，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总体
是回升的，体现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
度，而部分数据环比回落和季节性因素有关。

1 月至 4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6.82 万亿元，
同比多增7912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9.5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3万亿元。
“从往年规律来看，新增贷款3月末冲高后

4月份往往会回落，今年4月环比回落也是合理
的。”孙国峰介绍，4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43.12万亿元，同比增长13.5%，这个增速是过
去一年多以来的次高点；新增人民币贷款保持
在 1 万亿元以上，说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依然稳固。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张文红表
示，4月原本就是贷款投放的“小月”。今年一
季度企业贷款集中投放，力度明显高于上年同
期，这导致 4 月的“小月”效应更突出。不
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信贷结构持续改善，
大型银行的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保持同比多增
的态势，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更加稳定。

4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为68.6%，比前3

个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4月末个人住房贷款同
比增长17.5%，比去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

另外，张文红认为，社融增量环比回落，
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也与今年信贷投放的
节奏跟去年不同有关。社会融资规模总体还是
延续了反弹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仍然较大，目前实体经济融资状况较2018年有
明显改善。

孙国峰说，“面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我
国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
富，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据悉，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同时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保持松紧适度，做好逆周期调
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
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4 月央行金融数据如何看
本报记者 徐佩玉

4 月央行金融数据如何看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本报西安5月12日电（记者严
瑜） 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
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11日在陕西西安开幕。

本届丝博会以“新时代·新格
局·新发展”为主题，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中国侨联、全国工
商联、中国贸促会、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俄罗斯、柬埔寨担任主宾国，吉林
省、重庆市担任主宾省 （市），陕西
省汉中市担任主题市。

据悉，本届丝博会吸引 2000 余
家境内企业以及韩国、美国、德国

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家企业
参展。在 5 月 11 日至 15 日的会期
里，将举办主题论坛、重要会议、
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主宾国活动等
6 大板块共 30 多场活动及相关展览
展示，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
地区创造交流互鉴的机遇，构筑务
实合作的平台。

本届丝博会首次创办“一带一
路”扶贫减贫国际合作论坛，并新
增“2019 对话美国硅谷科创企业”、

“贸易畅通·合作共赢”华商论坛等
两项活动，以此加快推进陕西与海
外市场对接。

新华社南宁5月11日电（记者
何伟）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获悉，龙胜各族自治县等 14 个贫
困县近日被正式批准脱贫摘帽，至
此广西已有 25 个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2018 年，广西实现 116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1452个贫困村
出列。

14 个脱贫摘帽县区中，龙胜、

资源、田阳、田东、西林、富川、
金秀、大新、宁明 9 个县为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广西历年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摘帽数
量之最。其他 5 个县区是自治区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广西计划今年完成 105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实现1150个贫
困村出列、21个贫困县摘帽。

据新华社济南5月11日电（记
者王阳）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
近期，山东安排资金 2 亿元，对济南
市天桥区桑梓店街道、青岛市城阳区
上马街道、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等
200 个去年耕地保护工作成绩突出
的乡镇予以奖励，每个乡镇奖励 100
万元。这是山东省首次在省级层面对
耕地保护进行制度性奖励。

山东省是有1.13亿亩耕地、9587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的全国第三大产
粮省。2018 年 12 月，《山东省耕地保
护激励暂行办法》出台，决定从 2019
年起，山东省财政每年拿出约2亿元
用于耕地保护激励，依据耕地保护目
标责任考核结果，每年对耕地保护工

作成效突出的乡（镇）政府给予资金
奖励。其中不少于70%的资金用于奖
励耕地保护工作成绩突出的村集体
组织，单村奖励不超过10万元。

据介绍，镇村得到的奖励资
金，将专门用于农田基础设施后期
管护与修缮、耕地开发和耕地质量
提升、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与保护等。

山东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让保护耕地突出的乡镇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政治上受表扬、经济上
得实惠，为的就是充分调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
性，有助于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
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
保护新格局。

第四届丝博会在西安举行

广西 25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山东奖励耕地保护突出乡镇

从第一座冬暖式蔬菜
大棚落户，到成为“买全
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
地，再到三产融合发展、
城乡一体百姓富足……山
东省寿光市书写出农业产
业化和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的“密码”，“长出”了全
国有名的“寿光模式”。图
为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
术集成示范区工作人员带
领观众参观新型农业智慧
大棚。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5 月 12 日， 2019 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山西日”活
动在北京世园会园区开幕。图为
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舞蹈《鼓舞
新时代》。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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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
市海州区持续优化外籍人士
创业和生活环境，维护外籍人
员权益，受到外籍人士的好
评。图为在近日举行的白虎山
庙会暨“一带一路”非遗文化
展示会上，市场监管干部询问
马来西亚摊主的经营情况。
赵 航 刘炳南摄影报道

维护权益

5 月 12 日，是全国防震减
灾日。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
防震抗灾科普教育体验中心
开展以“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的
公众开放日活动。图为学生在
体验中心感受不同等级地震
对不同结构房屋的破坏情况。

仝 江摄 （人民视觉）

防震减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