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神州速览神州速览2020年2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徐佩玉 邮箱：hwbjjb@163.com

关 键 词

发展富民乡村产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

怎么做？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指出，
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打造地方知名农
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提升
农民生产经营效益。

“大葱品种改良了，产量、价格也跟着涨
了上去，咱这收入是越来越高。”山东省济南
市章丘区的农户宋光宝算了一笔账，以前种
的大葱比较低矮，一亩地能产到 7000-8000
斤，一斤价格5毛钱到6毛钱，最高也就一块
多，一年下来一亩地收入 3000 多元。“去年
我在女郎山上承包了17亩地，种了改良后的
大梧桐品种，亩均产量能到 1 万多斤，价格
也到了2块多一斤，最高3块多一斤，一亩地
纯收入到了1万多元。”

章丘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良阁介绍，经

过多年发展，以章丘大葱、龙山小米、高官
甜瓜 3 个地理标志产业为主体，章丘形成了
50 余万亩的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下一
步，章丘将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壮大特色产业，分别建设章丘大葱、龙
山小米、高官甜瓜百亩精品园、千亩示范
园、万亩种植区，同时建设中国大葱产业互
联网总部基地。”

放眼全国，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持续增
加，充实了农民的“钱包”。农业农村部介
绍，2019年，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 1.6 万个，累计认证产品总数超过 4.3
万个。2020年将再制修订1000项质量安全标
准，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和管理。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对增加农民收入至关
重要。乡村富民产业，更多的要发挥中国农
业资源禀赋优势，比如，东北地区生产粮食
是它的比较优势；南方地区生产水果、茶叶
是它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聚焦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产出好东西，卖出好价钱。另一
方面是怎样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
供给链，完善利益链。”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
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支持各地立足资源
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订单农业、入
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带动小农户融入
农业产业链。

“看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打造农业全
产业链、带动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我们
发展的底气更足了。”陈新年介绍，村里大力发
展订单农业。莴苣、辣椒、洋葱、甘薯……随
着经济作物种植的多样化，订单农业越搞越
红火。村里还吸引企业前来投资深加工产
业，注册“薯一窝”等甘薯品牌，建设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的一整条产业链，实
现农产品的提档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给钱
给物只能帮一时。转变思路，帮助农户融入
产业链，找准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真正让
农民凭借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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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电商进村覆盖面

“看看这多肉盆栽，漂亮又好养，现在下

单还有优惠哦。”江苏省东海县下湾村张柱的
多肉种植大棚里，几位主播穿梭在花间，通
过手机，向客户展示、推销着大棚里的多肉
植物。

“直播能让消费者看到多肉植物的长势，
比图片直观、清晰，更能激发购买欲。”张柱
说，如今他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开了店铺，并
且经常会在店铺里进行直播。“年销量达到
60 多万盆，产值 500 余万元，还远销韩国、
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
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电商保持较
高增长速度，农产品上行、农村电商基础设
施及服务体系建设等取得新进展，电商兴农
作用日益凸显，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就业。

围绕农村电商，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效
开发农村市场，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
支持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等延伸乡村物
流服务网络，加强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建设，推
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

作为一名“90 后”创业者，张柱很看好电
商在农村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前我在云南、上
海、北京几个线下市场来回奔波，见效慢、成本
大，但是自从打开了电商的路子，情况完全不

一样了。”张柱透露，接下来，他还准备再多入
驻几家电商平台，扩大网上布局。

农村电商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不仅促进了产业发展，也让留守村中的
农民找到了稳定工作，增加农民家庭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
兴庆认为，现在农业发展最关键的是要适销
对路，在这一过程中，要促进数字乡村建
设，帮助农民充分利用互联网，引导他们通
过电商渠道进行农产品销售。

发展农村电商，邮政快递企业架起了产
销衔接的桥梁。截至2019年底，全国乡镇快
递网点覆盖率已经达到 96.6%。2020 年，将
推进“快递下乡”换挡升级，基本实现“乡
乡有网点”。同时，国家邮政局启动“快递进
村”工程，力争年底实现全国乡镇快递网点
覆盖率达到 98%，并鼓励邮政企业建设“邮
乐购”农村电商服务生态圈，推广“村邮
站+快递超市+电商服务+便民服务”模式，
大力培育“快递+”金牌项目。

电商企业也在加快布局。拼多多农业农
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东原说，拼多多以

“拼模式”深入农业主产区及“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2019年农副产品成交额1364亿
元，同比增长 109%；活跃买家数 2.4 亿，同
比增长 174%。为衔接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拼多多已与云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未来5年推动100个“多多农园”项
目落地，培养5000名本土农村电商人才，孵
化和打造 100 个特色农产品品牌，构建一体
化扶贫兴农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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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大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提高农民工技能提升补贴
标准，实施家政服务、养老护理、医院看
护、餐饮烹饪、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打造
区域性劳务品牌。

25 岁的沈仓去过北京、成都等地务工。
“在外务工2年，从一开始的每月2400元到后
来的6500元，我的工资涨了不少。”

沈仓介绍，通过学习、培训，他告别了简单
的流水线作业，找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工
资待遇也跟着提升。“现在很多工种都需要一
定技术含量，工资也会更高，尤其是技术岗，大
一点的工厂会择优培训，技术岗有转管理的机
会，非常吃香。希望以后能更好地把握住这样
的机会，让自己的工资再上一个台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认为，农民工培训应该是多元化的，农民工
输出地的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可以对农民
工进行基础性的培训，专业化培训要依托职
业技术学校，比如汽车修理、机械加工等。
经过培训，农民工可以获得相应的专业资
质，找到更加专业的工作，形成自己的竞争
优势，实现收入水平的提升。

政策支持方面，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落
实涉企减税降费等支持政策，加大援企稳岗
工作力度，放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领条
件。农民工失业后，可在常住地进行失业登
记，享受均等化公共就业服务。出台并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政府投资项目
和工程建设领域为重点，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排查整顿，执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
名单”制度，落实根治欠薪各项举措。

工资是农民工的活命钱、养命钱。2020
年 5 月 1 日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将正式施行，该条例在确保按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规范工资支付行为、拖欠农民工
工资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多方面作了更有力的
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介绍，
这一条例是依法治欠的重要体现和制度保
证，将开启依法治欠的新阶段。

“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必须得到根治。”魏后凯认为，新条例的
出台，将有利于建立起有效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消除农民工的担忧，
呵护农民工稳定获得收入。

周长胜、陈文星正在接受为期 14 天的隔
离观察。回忆起雷神山建设的经历，陈文星
还很兴奋：“有点恍惚，自己居然参与了这么
了不起的事儿。”

2月 7日，重庆永川。卫星湖街道南华村的
周长胜在家过年。受疫情影响，他半个多月都
没出门了。这天，他接到师傅陈曦的电话。

“武汉有工作，建医院，你敢不敢去？”
“去。”周长胜没有太多犹豫。

师傅陈曦是在2月7日21点多接到中国建
设一局 （集团） 有限公司派来的紧急任务。
一听说雷神山工地需要 10 多个人，他马上开
始打电话通知工友。从接到任务到收拾出
发，他们只用了 2 个多小时。去的 10 个人
里，就有 1993年出生的陈文星，和不满 20岁
的周长胜。

任务非常艰巨，周长胜要跟着师傅负责
病房、开水房、设备间等一共 15 个房间的水
电管线安装，包括每个病房卫生间的给排
水，缓冲间的喷淋装置的管线铺设以及照明
系统、通风系统的安装。

这样的工作量，平时至少得做半个月。
这次的工期，就5天。虽然施工难度不大，但

是对进度和质量要求很高，稍有差错造成返
工就无法及时交付。从永川出发时，周长胜
和工友们就连夜在车上抓紧研究图纸。一到
现场，午饭都没来得及吃，立即开工。他们
分成 3 个小组，一天差不多要干 20 个小时。
最紧张的 3 天，每人休息不到 5 个小时。最
终，5天完成了全部工作量，所有设施设备一
次过关。

“90后”陈文星也是做水电安装的，在雷
神山建设工地，他大概经历了三四个通宵。

“平时手机不离手，那 3天，手机只用来看了
下时间。”陈文星说。

到达武汉以后，陈文星才给老家的妹妹
打了一个电话。父母和 80 多岁的奶奶知道
后，都很支持他。陈文星说：“能来到支援武
汉的一线，做一点贡献，我非常自豪。”

说起这两名“90 后”的表现，师傅陈曦
直竖大拇指：“不叫苦不叫累，靠得住！”

2 月 14 日下午，10 名支援武汉雷神山医
院建设的施工人员回到重庆市永川区。在G85
渝昆高速永川收费站，有一个简单的欢迎仪
式。他们从车窗收到了鲜花，随后前往一处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中国农村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021元，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拓渠道，农民增收有后劲
邱海峰 方紫薇

提起“农民增收”，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岗东村第
一书记陈新年信心满满：“去年，莴苣、辣椒大丰收，
115万元稳稳地进了村集体和农户们的口袋。今年咱们村
民的‘钱袋子’一定会更鼓。”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如今的示范村，岗东村老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去年，村里成立了专业公司，搞起规模化
种植，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深加工，村集体收入从不到8
万元到实现超过100万元的跨越，贫困户的务工收入增加
了40多万元。

“腰包”鼓起来的不只是岗东村的老乡们。
2019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21 元，

增长9.6%，比上年加快0.8个百分点，快于城镇居民1.7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2.69缩小至2.64，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
全面小康的硬指标。如何保持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势头不
减弱、趋势不逆转？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全面部
署，一系列惠农利农之举让农民更踏实、更有获得感。

◆ 透过“一号文件”看三农 （下）

雷神山归来的“90后”
本报记者 蒋云龙

上图：2 月 18 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茅坡村
村民在生菜育苗大棚里劳作。 胡攀学摄 （人民视觉）

左图：2 月 10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南岗乡岗东村
的农民在田间忙碌。 吴晨光摄 （人民视觉）

近日气温回升，春花逐渐开放。浙江省宁波市部分景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有序开放。为保障游客的出游安
全，游客入园时需配合做好“一进一测一登记”工作。图为2月21日，游客在宁波植物园观赏郁金香。

章勇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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