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2019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新华社记者孙波、沈虹冰、陈晨

卢大刚 2005 年回到养育他的陕西省镇巴县长岭镇碗厂沟
村时，内心迷茫而消沉。虽然带着打工攒下的近 60 万元积
蓄，但身上的伤疾，了无生气的山村，让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和前景。

时年 34 岁的他最初的想法，是用积蓄盖幢房子留给儿
子，之后过过养伤的平静生活。

卢大刚是当时数万名外出打工“讨生活”的镇巴人中的一
员，他南下广东的企业，北上山西的铁矿。他说，那一点积
蓄，是摸爬摔打、省吃俭用抠出来的，他并不是什么创业“能
人”，那时也没有入党，更没有为集体工作的经历。

这个位于秦巴山区腹地，曾经属于川陕革命老区的小山村
古时候有几口磁窑，给周边的县乡做瓷碗，村子也因此得名。
这里远离公路，更没有高速公路，离县城有近 20 公里的山
路，除了大山和几亩薄地，他似乎看不到出路。

那年夏天的一场“偶遇”，彻底改变了卢大刚的生活。一
个下午，他在从镇里步行回村的山路中，遇到了当时包片帮扶
碗厂沟村的镇党委副书记简立。

“你还年轻啊，回来不想干一番事业吗？”简立的一句问
话触动了卢大刚。

“想啊！但我不知道怎么干……”
“你有外出务工的经历，现在碗厂沟村委会正在改选，

何不试一试呢？”
卢大刚顺利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586 人投票，我得了

400 多票，高票当选。说明当时大家都希望从新人那里找找
希望。”

当选后，这个“芝麻官”全身心投入了工作。他连续到
杨凌示范区、汉中和县城调研学习，考虑怎么带动村民创
业。

“村里连块像样的平地都没有，这贫咋脱？这比在外打
工的压力大多了，关键是没有思路。”在乡镇帮助下，他开
始从“林下经济”着手，理顺了一个短中长期结合的工作思
路。短，就是继续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在家里的村民发展天
麻和菊花种植；中，就是发展当地的特产紫皮核桃；长，就
是利用山林风光琢磨旅游观光产业。

忙起来了，卢大刚的内心充实了许多。这份有压力的工
作尽管责任大，但卢大刚充满信心。 2006 年，在乡镇干部
的鼓励下，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入党申请书里写下‘鞠躬尽
瘁’几个字，和入党誓词里‘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的
誓言。”卢大刚说。

2008 年，卢大刚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带领村民致富是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全村 398户、1314

人，贫困户有 120户 307 人，都在看着村干部要吃饭啊……
我就想啊，怎么给村民造一只能端得住的‘金饭碗’。”

在家人的支持下，卢大刚向亲戚借了 60 多万元、贷款
25 万元，加上 60 万元积蓄，全部投进了新项目。 270户村

民也加入了种植基地建设。他带领村里 30 多名党员，每户
党员帮扶 3 到 5 户贫困户。 2018 年，村里贫困户只剩 51
户。

“创业还在建设期，压力大得很呢，睡不着觉！但是我
跟村民说， 2019 年整体脱贫， 2020 年带领大家奔小康没问
题。”

卢大刚的底气来自他已经实施了 4 年的“宏伟计划”：
用 6 年时间建设万亩产业基地，目前已经建成了 6000 亩，
投产 3000 亩。在县里和乡镇支持下，修通了种植产业园区
的 16 公里水泥路，家家户户都通了干净的自来水，过去住
在山上不通路的 269 名村民全部搬迁到了新的移民安置
点……

为了让村民“搬得出、稳得住、有产业、能致富”，卢
大刚开始没日没夜地干，他开坏了两辆汽车，动员党员回乡
创业，发展了 6 名新的年轻党员……这个小山村的面貌变
了，“公司+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基地+
园区”的生产模式、村民“流转费+务工费+分红”的收益
模式开始成型。村里通上了互联网，开始有了电商服务站，
村民买了 20 多辆小车和 30 多辆农用车， 300 多人次在基地
和园区打工“上班”。

2018 年，县财政担保的 650 万元国开行贷款投入了园
区。“目前基地投产了，能产生 1400 多万元的毛收入。来
年高速公路会通到村边上，我们的万亩核桃产业采摘观光园
会给村民一个交代。”

“我现在一身的劲头，还想大干 10 年！” 47 岁的卢大
刚指着覆盖着冬雪的大山说，这 13 年，特别是入党后，自
己像换了个人。 新华社西安 1 月 16 日电

在连块像样的平地都没有的小山村，发展“林下经济”建设产业基地，带领大家奔小康

归乡 13 年，碗厂沟村支书给村民“造金碗”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方问禹、
许舜达)浙江省自 2003 年全面推
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
来，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从美丽生
态到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一些乡
村走过清晰的“三美融合”脉络，
成为率先振兴的“全面小康建设
示范村”。

擦亮环境“金字招牌”

有新房无新村，“室内现代
化、室外脏乱差”“不蓝的天、不清
的水、不绿的山”……时光回溯到
15 年前，逐步富裕起来的浙江农
村，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彼时的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
村，因为竹木过度砍伐，山沟里几
乎没了水。而聚焦农村人居环境
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
始改变上万个村的发展轨迹。

不准砍伐树木、不准电枪捕
鱼、不准开矿挖石……高家堂村
下了决心，将村民多年来的生计
列入了“禁止名单”。此外，村里还
专门投资 130 万元修建环境水库
涵养水源，建成了湖州市第一个
生态公厕，并成为浙江省第一个
应用美国阿科蔓技术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的乡村。

截至 2018 年底，宁波市奉化
区滕头村的绿化率达到 67%，全
村社会生产总值突破 95 亿元，村
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6 . 3 万元。

“好环境”是滕头村发展的一张“金名片”，其设立的村
级环保委员会，对引进的工业项目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至今
已否决 50 多个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投资项目。

2003 年以来，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
进“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的进程，不断推高标准、擦亮环境
“金字招牌”。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占全市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
31 . 9%，产业园区以外基本无工业、园区之内基本无非生态
工业……地处浙西南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市，丽水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饮用水源地水质、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
断面水质、空气质量等均处于浙江省前列，成为我国华东地
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激发乡村“生态红利”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口，刻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几个大字的纪念石旁，旅游大巴排成排，八方来客川流
不息。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的房间都订满了。”67 岁的民宿
主人胡领珠笑盈盈地拿出葡萄和冬枣招待，“远方来的都是
客，来家里坐一下，吃点水果。”

年轻时的胡领珠在村里服装厂翻鸭毛鹅毛，如今是一
名民宿创业者。2013 年，在女儿的支持下，胡领珠将自家房
屋改造成民宿，还给每个房间取了别致的名字：青山雅轩、
绿水山房、白云小筑、红叶民居。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本质上改变了浙江农村
生态环境面貌，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农村发展道路越走越
宽，经济业态百花齐放，“生态红利”不断释放。

2015 年 10 月，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封停了 16 年的古
龙窑重新燃起火苗。窑主金朝军说，如今家乡景美人和、游
客如织，他家六兄妹决定从上海、云南等地返乡，复烧“金品
古龙窑”，传承祖辈青瓷技艺，还在龙窑边开起民宿。

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海拔 600 米以上纯净无污染耕地、
森林资源，正在孕育品牌为“景宁 600”的富民生态产业，全
县生态产品、休闲旅游等产业搞得风生水起。

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白鹤村村民徐海惠，2015年开起
全村第一家咸菜馆，野生蕨菜、笋干、四季豆等腌制的咸菜，
当年就带来 5 万多元收入。在她带领下，白鹤村目前有 80 多
种咸菜包装成精致礼品，线下游客青睐、线上畅销全国。

探索发展“绿色路径”

“40 年来，我们创造了生态优势，又将生态优势转化成
经济优势，实现了从穷困到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的跨越
式发展。”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说。

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十五载建设历程，置于改
革开放 40 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农村可持续发
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有益探究与实践。

夕阳映照下的松阳县杨家堂村，掩映在古树中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的老屋群泛着金光，田间快乐劳作的农民，悠
闲自在的游客，还有间或响起的三两声农歌，古村落散发的
独特韵味，成为无数人的“诗和远方”。

人居环境改善、生态修复、文化复兴、人气回流……以
老屋等“低级别文物”修复为切入口，松阳传统村落的风貌
文脉就此展现新的生机，为乡村绿色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生动实践表明，改善人居环境是广大
农村地区恢复生机、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和先手棋。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顾益康认为，近 40 年来浙
江城乡发展形态功能的演变，经历了“裂变”“蝶变”与“聚
变”三个阶段。其中，“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驱动整个
“蝶变”阶段，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城乡渐显弥合之势。

沿着这条路子走到现在，浙江一些城乡发展正迈向
“3 . 0 版本”：从乡村生态修复、旅游业兴起，到资源要素回
流、乡村全面复活，再到城乡产业互补、乡村优势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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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 月 16 日电(记者吴涛、荆淮侨)一座古朴
的六角亭伫立在村口，老式的小拱桥静卧于荷花池上，村公
园里鸟语花香……走进广东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是一
派怡然的田园山居图景。这个十年前几乎没有村集体收入、
环境脏乱差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
村”。

活石水村有着 300 多年的历史，村中至今仍保留有炮
台、炮楼等古建筑。过去，村民大多依靠种植水稻、花生、
红薯等作物维生，住的也是泥砖房。

“那时村里没什么产业，也没集体收入；环境脏乱差，
乱搭乱建情况很多，垃圾到处都是。有的年轻小伙把女朋友
带回来，看到这样的环境就分手了。”活石水村村民理事会
理事长罗观林说。

美丽乡村建设激发了村民谋变谋出路。如今的活石水
村，修好了村道、建起了广场，还建起了文化长廊和休闲农
庄，搞起了民宿度假区，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 村容整洁了。贯通村庄的主路和穿房入户的小径，
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也打扫得清爽利
落。垃圾被收集起来，集中处理。

——— 村貌美丽了。从高处俯瞰下去，村中白墙黛瓦的房
屋整齐排列，荷塘水波青碧，阳光绿树倒影其间。在一片青
翠竹林掩映中，十几间农家味十足的民宿小屋隐隐可见。

——— 村风和睦了。罗观林说，村民越来越齐心和睦。
2016 年，村民捐款出工出力，为 80 多岁孤寡老人陈亚姐建
起了两层半的楼房。村里组建成年和少年两支舞狮队，每年
办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开一次全村“聚心”大会，传承传统
文化，培育文明新风。

——— 经济发展了。环境改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会。 9
年前，活石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到 1 万元。村庄环境好了，
一些企业慕名而来。 2016 年底，活石水村与一家旅游公司
签约合作建设乡村民宿，现已有 30 间民宿。旅游分红加上
村土地、农庄出租，每年村集体收入近 30 万元。民宿、农
庄等新业态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也带动
了消费，推动了村庄致富、农民增收。

“环境好了，村子富了，生活在村里心情也好了，外
出打工的也愿意多回家了。”村民罗水金说。

“华丽转身”的背后，首先是土地经营改革为农村发
展腾出了空间。 2006 年，村民自发决定对各家土地进行
置换调整，将零碎的山地整合起来，连片发展砂糖橘种
植。

活石水村村民小组组长罗水波说，以前有的村民“一
天要耕好几块地，天黑也走不完一遍”。为解决这一问
题，经过全体村民大会集体商议，最终确定将全部土地重
新整合，将村民认领种植剩余的土地出租。同时对违建、
破旧房屋进行整治，为集体建设用地腾出了空间。

有了空间还要解决的钱的问题。从 2011 年开始，每
个村民每年筹资 100 元用于村的建设，加上土地租金和企
业家的捐助，一年能凑 10 万元，作为环境整治、基础建
设的经费。

因资金有限，村民就自己动手。施工选在农闲时候，
每户出一个人，不在家的就出钱请别人帮工。

美丽乡村建设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让活石水村彻底变了
样。 2013 年，清远市对新农村建设实行“以奖代补”，活
石水村连续获得财政资金补助。 2016 年获评“生态村”
后，获得 500 万元奖励。罗观林说，“后期建设发展缺钱
的大问题迎刃而解。”

活石水村也是近年来广东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 2014 年以来，广东推进省级新农村连片
示范建设工程。 2016 年，广东又出台加快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全域推进村庄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 2017 年，广东出台新一轮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
建设政策，将财政补贴提高到每个示范片 1 亿元，还对
全省 2277 个相对贫困村每村给予 1500 万元的财政资金
支持。

广东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不断加速。 2016 年清远有
919 个村庄申报创建美丽乡村，是前三年总和的 3 . 3 倍。
2017 年成功创建美丽乡村 1165 个。美丽乡村正在由点成
片。

从几乎没有村集体收入、环境脏乱差

到 全 国“美 丽 宜 居 村 庄 示 范 村 ”

百年老村十年大变样
绘就一幅田园山居图

▲广东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的乡村民宿（2018 年 11 月 14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新华社合肥 1 月 15 日电(记者汪奥娜)“原来垃圾往河里
倒、往偏僻小路上倒，现在每家每户都配好垃圾桶，垃圾丢在门
口的桶里，会有环卫人员过来收的。”安徽黄山市歙县森村乡渔
岸村村民徐小风说。

森村乡位于歙县东南部，32 个自然村共 4062 户居民，平
均日产生垃圾量 5 吨左右。“原来治理垃圾花费大量人力和财
力，但是效果并不好。”森村乡党委书记吴开秋告诉记者，直到
去年，还都是由聘请的保洁员拿着铁锹与扫把，骑着三轮车在
村里收集垃圾，再送到乡里的垃圾焚烧处理站。“简易的焚烧
炉没法达到无害化处理的要求，污染多，不少老百姓有意见。”

垃圾处理的经费也是令乡镇头疼的一大难题。吴开秋说，县
财政每年给乡里补贴垃圾保洁经费 50 余万元，但不够维持基本
运营，乡财政每年还要再掏约 30 万元，用于垃圾转运处理及河
道清运等。

为更加有效地处理农村垃圾，黄山市在安徽省率先将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 PPP 模式，用于全市域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2018 年 6 月，黄山市政府指定市城投公司作为政
府出资代表，牵头中标企业成立了 PPP 项目公司——— 黄山市中
环洁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黄山市“三区四县”建成
区以外的村庄及道路的清扫保洁、垃圾收集、压缩、转运等。项目
覆盖人口共计约 116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79%，覆盖地域面积
约 9188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95%。

“采用 PPP 模式将农村垃圾治理交由专业保洁公司，政
府则按效果付费，管理模式简单了，权责关系也理顺了。”黄山
市财政局局长汪德宝表示，目前，区县为 PPP 项目的实施和
付费主体。区县政府与项目公司签订政府购买协议并支付项
目费用，市级补助资金经测算后发放到区县。

去年 10 月 1 日，森村乡与中环洁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完
成了保洁交接工作，森村乡的垃圾最终被送到市焚烧发电厂，变
废为宝。

记者看到，统一着装的保洁员们开着电动的单筒车或侧挂
桶车有序地上路作业。在森村乡已经干了 5 年保洁工作的徐建
军说：“工资从 600 元涨到了 1200 元。经过统一培训之后，现在
开着的是不滴水、没臭味的车，每天在规定的路线上跑两趟，把
各家门口的垃圾桶倒干净，干劲比之前大多了。”

自今年元月起，黄山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项目在全市
正式接管运营，全市所有农村生活垃圾被压缩转运至市焚烧发
电厂，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安徽黄山：

政府付费、PPP 模式运行

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邵鲁文)为充分
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优势，破解涉
农项目投融资难题，日前，山东省发改
委、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联合设立乡村振
兴重大项目库，助力山东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

山东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项
目库将聚焦农业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
兴“十百千”工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
业“新六产”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农业农
村绿色发展、脱贫攻坚、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等八大领域。5 年综合授信计划 3000
亿元，支持 500 个左右重大项目建设，每
年度项目库规模动态保持在 200 个左
右。

在信贷支持政策方面，项目库中的
重大项目，在贷款期限上，根据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现有信贷政策和项目建设运行
特点合理设置，原则上一般最长不超过
15 年。在贷款利率上，将对标同业适当优
惠。同时，在信贷规模配置和业务创新等
方面，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将对重大项目
给予信贷倾斜与优惠。

据悉，对纳入项目库的条件成熟项
目，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将组建专门服务
团队，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办贷效率。此

外，该行信贷计划将优先保证乡村振兴项目需求，全力服务山东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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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砍伐树木、不准
电枪捕鱼 、不准开矿挖
石……高家堂村下了决
心，将村民多年来的生计
列入了“禁止名单”

“好环境”是滕头村发
展的一张“金名片”，其设
立的村级环保委员会，对
引进的工业项目实施环境
影响评价，至今已否决 50
多个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
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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