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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发展引领西北乡村振兴
——关于加快西北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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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中明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键词] 基础设施；环境优美；提高收入；人才振兴；休闲农业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Ecological Development Lea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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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No. 1 central document, the "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priorit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policy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ecological livability, civilized rural style,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affluent life.
[Key words]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beautiful; increase income; talent revitalization, leisure agriculture
为掌握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2021年我们对西北地区部

(2)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支撑不足。调研显示,要想发展一

分乡村就乡村振兴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内容做简

定规模农业产业,资金投入量需求较大,农业产业见效慢,风险

要分析,为党政部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政策提供依据。

高,对于农民合作社贷款融资比较困难,资金支撑困难重重。农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

村产业的发展提升与需要匹配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已经形成剪刀

当前,西部大多数县城的乡村振兴实施情况与国家实施乡

差。基层农技队伍年龄老化,知识陈旧、专业性不强现象,推广

村振兴战略目标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乡村教育、卫生、环境、

新技术的人才尤为匮乏。年轻人不愿意来,即使来了也留不住。

养老、种养殖条件、道路、水资源、金融、贷款、三相电等都

随着农业部门技术人员承担的工作逐年加大,涉农部门为农业

影响着乡村发展。客观分析西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存在的

发展提供服务的机制不够完善,到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服务的有

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乡村发展。

效载体不多,加之农业技术人才引进政策和机制不完善,农村实

(1)基层组织建设和带动力偏弱。调研显示, 基础设施和公

用人才队伍力量严重不足,农村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技术服

共服务严重滞后的落后村落,其村“两委”班子能力薄弱,“无

务力量薄弱,部分村找不到最基本的动物防疫员,极大程度上制

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工作作风、能力不足现象突出。

约着农业农村产业优化和发展。

农村“两委”班子目前普遍存在年龄结构老化、知识层次不高
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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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环境建设问题。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化肥残
留和粪便等已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使农村地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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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日益恶化。村民乱堆杂物、乱放禽畜、乱倒垃圾等现象,

进入市场,种植农产品必须要有规划、要考察市场,绝对不能出

“脏乱差”的农村面貌亟需改变。同时,许多村庄村民对燃放烟

现“勤劳致贫”的情况。目前,西部大部分县城水资源、肥料、

花炮竹、秸秆焚烧等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不足,呵绿、护绿、育绿

农药利用率普遍较低,一定要利用科学技术,跟上现代化农业发

意识薄弱。

展形势,把西部粮食生产做优做强。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点“软件”建议

(3)打造互联网+农业的销售网络模式。

2.1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基本理念

3.2以生态宜居引领乡村振兴发展为基本点

发展乡村事业,必须贯彻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农

从全国范围内及周边国家的多个小康村的发展历程看,生

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探索建立更加有

态发展、休闲农业无疑是引领乡村振兴的主推手。媒体报道评

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续获益。农民想要

选出的全国示范乡村,几乎都是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生态宜居

致富,改变生活环境,最终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勤劳的双

的乡村发展模式。现在我国放假连同周末每年有120天的休息时

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让村民全权参与到所有过程上来,

间,人均GDP超过8千美元,去旅游成为绝大多数家庭的选择。未

只有经过农民自己同意的愿意发展的事项,农民才会热心上进,

来20年后,有人预测,休闲农业将呈现爆发式增长,旅游业年突

努力经营自己一手创造的事业。

破80亿人次,而旅游业的支撑点和潜力就在农村。发展现代特色

2.2做好乡村规划

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文化旅游业,也定将是西部乡村振兴的杀

要坚持以生态绿色发展为引领,对全县农村进行深入调查,

手锏。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握机遇,利用好国家政策,

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按客观规律办事。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

全社会发展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打好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这张

律和群众发展意愿的同时,加强对村容村貌建设的管控,不追求

牌,可长远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的绝佳时机。

固定模式,注重从细节入手,因村制宜,突出特色,形成特色鲜明

3.2.1大力优植生态林和经济林

的美丽乡村片区。要让农民心里有一根弦“所有的规划必须生

我认为推行植树造林是最大化最长远效益最好的生态发展

态优先,一定是能可持续的发展”。

模式。西部地区山地、林草地面积较广,绿化空间很大,适应种

2.3以塑造一支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团队为抓手

植的树种较多。桃树、杏树、桑树、苹果树等经济型树种,杨树、

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村党支部书记队伍文化

柳树、樟子松等生态树种可层次种植,优植发展。我国树木种养

和年龄结构,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要深化村民

植技术条件成熟,在风沙荒漠地区有成功的植树经验,学习梵净

自治实践,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

山专家组专业的人工林培育方法,让西部地区森林植被多样化,

制,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要

成为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提供天时地利的保障,让农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和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服务能力,树立践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根本政治理念。

(1)森林资源与传统文化,休闲康养可以有机结合,激活

3 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硬件”措施

和厚植各类产要素,先建设绿水青山的乡村,再变成金山银山

3.1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的乡村。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进产业振兴。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

(2)森林资源与生态旅游相协调发展,成立生态旅游公司,

只是振兴发展乡村,而是要和中国工业发展的大环境相结合协

打造这些森林资源,让其成为亮点旅游项目。可以设计成原始森

调起来,因为我国制造业很发达,工业产品有所剩余,人民群众

林样式,让其演示从古至今演示各个时代不同特点的文化场景。

不仅仅需要工业品,而是更要满足品尝原滋原味,绿色有机农产

还有深山野树,游客可以光着膀子上山采果,荒郊野外露宿的体

品。产业优化先行,在转型升级上花心思。要坚持以农业供给侧

验等等。这些成本低,收益高的项目,不仅增加乡村旅游收入,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亮点,走特色发展之路,把产业培植当

而且优化生态环境。

作美丽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要抓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因地制

(3)森林资源可以为以石油化工工业发展提供节能降耗的

宜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养老、文化创意、文明公益

空间,成立碳中和交易集体公司,全县乡村都可以参与碳中和交

等新型业态,并结合一些旅游资源,以全域旅游促进乡村产业振

易经济,从现代社会碳达峰情况看,碳交易可以成为西部乡村经

兴,形成全域化的旅游产品和业态,做好旅游与一二三产融合发

济发展的第二笔财富。建设低碳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碳

展,让休闲农场、观光农业、特色民宿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

中和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展,让农村产业的发展愿望变成现实。通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3.2.2深度挖掘旅游文化景点

发展美丽经济,有效解决村美和民富的关系,逐渐引导美丽村庄

西部很多县城有天然河流景观和人文景点,以这些人文景

变“输血”为“造血”,促进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1)依托中小企业园区,引进延长提升产业链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
(2)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小农户不能直接

观为基础,可以很好的再开发再挖掘,不断寻找更多的亮点,挖
掘更奇特的文化潜藏点,建设一些乡村特有的文化要素。经与各
旅行社调查发现,群众到周边县城短途旅游的老百姓特别多,比
如到某某县百亩花海、某某古镇、某某沙地公园的愿望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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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那么我们西部各县的人文景观也可以吸引周边游客前来。
3.2.3打造休闲康养场所

3.6搞活金融资金互助机制
资金投入,利益分配是最复杂,最纠葛的核心要素。发挥好

打造钓鱼娱乐场地、桃花园、杏花园、草莓园、蜂蜜产业

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撬动

园、草原景观、知了王国,秋千文化、情侣花园、夜经济、陶瓷

金融资本、社会力量参与,重点支持乡村产业经济发展。坚持为

制作等一系列节奏舒缓休闲场所。发展休闲度假农业,鸭子养殖

农服务宗旨,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做好

观赏、休闲采摘园、向日葵花、荞麦花、油菜花等景观配套项

监督管理、风险化解、资金互助等工作。学习南马庄村、瑞安

目。体现原汁原味的乡村民风和乡村生活。各个场所入口设置

经验,成立养老资金互助社,合理应用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等方

背诵唐诗宋词、吕氏乡约、对对联等方式可以获得免费门票；游

式盘活乡村振兴金融资源。

客离开时赠送下次参观卷,小礼品等；或者采取限量门票等等措

4 结语

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打造陕北特色民宿,吸引城镇居民

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实际发展情况,不断吸引各方面的人才,

全家人到农村寻找乡愁,喂鸡、养鸭、锄地、收割玉米等,周末

做好基层调研,策划出一套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具体实际相结合

到农家居住,寻找老家的乡愁,深度参与体验农村生活。

的可行性方案,丰富乡村基础功能,满足游客的品尝、小憩、踱

3.3发展乡村科普教育实践基地

步、欣赏、采摘、游戏、养生、科普、回归等需求,为游客提供

建设劳动教育,家庭农场等丰富的乡村科普实践基地,形成

丰富的体验,尽兴而归。通过口口相传,吸引更多的游客。当地

学生或者游客体验农业劳动的乐趣,了解农业生产奥秘,感受农

需要在探索实践中,改良工作方法,不断更新创新项目。
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党员干部要踏实为村民服务,艰苦

民生产生活的载体。
在乡村打造高端中小学校,缓解县城学校招生压力。引进发
展特色职业技术学校,不要让学生外流,发展优质的教育资源是

奋斗,实现乡村振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正是在各种挫败中不
断总结经验,才能前行,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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