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四明大地绿意盎然，乡村环境整洁，呈现一派
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宁波敢为人先，大胆实践，大手
笔描绘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靓丽画卷。尤其是去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余姚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后，更加激
发了全市人民建设美丽乡村的内生动力。从三江两岸到四明
大地，处处涌动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热潮。

从环境整治入手，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立足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吹响绿色都市农业发展集结号；从城乡统筹
到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回应群众关切，探索农村基层治
理新模式……宁波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坚定不移沿着“八
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朝着“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目标阔步前行。

7 NINGBO DAILY特别报道 2019年6月8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陆 旻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着力构建完善组织领导、工作推
进、政策举措、要素保障四大体
系。印发实施 《宁波市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2018 年
—2020 年）》 以及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发展民宿经济、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等 20多个配套政策文件。制定
乡村振兴议事规则、年度工作报

告、实绩考核办法等系列制度。组
织开展乡村振兴专项督查，逐步形
成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合力推
进的良好局面。财政、土地、金
融等要素保障不断加强，各部门
发挥职能作用，形成了合力合拍
推进乡村振兴的大好局面。我市
整市列入省部共建乡村振兴示范
市创建名单，全省深化“千万工
程”推进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在我
市宁海召开。

乡村振兴启新篇

宁波始终把城乡融合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工程”，坚持“城
乡一张图、全市一盘棋”，让农村人口

“聚”起来、基础设施“联”起来、公共
服务“优”起来，推动共享发展、协调
发展。

2012 年，宁波在全省率先实现
“城乡一体、标准一致”的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2015年全面消除人均年
收入6000元以下贫困人口现象，城乡居
民收入比连续14年缩小。

宁波积极构建“村庄布点规划—
村庄规划—村庄设计—村居设计”四
级乡村规划体系，余姚陆埠镇、慈溪
龙山镇等 6 个乡镇探索“多规融合”
试点，55 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
效明显。

当前，总规划面积达 80 平方公

里的城郊美丽乡村综合体（城郊十
园）开发正抓紧推进，总体规划、专项
规划基本形成，产业基地、旅游景观、
基础设施、村庄改造等一批项目落地
建设，4 个园已部分开园。“‘城郊十
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园区，而
是城乡形态重构、产业集聚、要素融
合的一个新载体、新平台。”市农业农
村局主要负责人表示，除了“城郊十
园”，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城乡融
合的新型载体也正在谋划中。

我市还加快推进城乡交通、供
水、供电、信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一
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或建成投用。象
山县成为全市首个“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城乡教育、医疗、文化、体
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推进，
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有效提升。

城乡融合有成效 围绕绿色兴农、质量兴农、
科技兴农、品牌强农，我市都市
农业发展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全市现有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8个、省级特色农业强镇15个，年
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省级示范性
农业全产业链 10条，市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 283 家，市级以上名
牌农产品 360个，居全省第一。土
地流转率和规模经营率 69.7%左
右，粮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9.5%，居全省第一、全国领先。民
宿经济实现经营收入 61.5 亿元，
同比增长 21.4%。我市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综合得分82.08分，率

先进入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
段，并获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市、国家平安农机示范市等一批
国家级荣誉。慈溪市现代农业产
业园成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个人管理 8.64 万只蛋鸡，
一个人管理 300亩水稻田。在慈
溪现代农业开发区，类似的“奇
迹”正在上演。栽下梧桐树，引
得凤凰来，泰国正大集团、新疆
西部牧业、海通食品集团等国内
外 25 家大型农业龙头企业相继
落户这个15.5万亩的国家级现代
农业园区。

都市农业大跨越

在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到
村里的桂花公园走走看看，已经
成为不少村民的一种生活习惯。
地处山区的李岙村房屋整洁敞
亮，花园里小桥流水，品质不输城
市的高端社区。几年前，李岙村以
联户自建方式推进新村建设，建
成247套联排住宅和90套多层公
寓，精美雅致的浙派民居，成为苍
翠群山中的一道风景。

近些年，宁波“农村环境整
治”“农村生态建设”“农村安居宜
居美居”“美丽乡村分类创建”4
个专项行动联袂推进，打造品质
之城的脚步，从三江口走向广袤
的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宁波先行先
试。全市有千余个建制村启动生
活垃圾分类，居全省全国前列。全

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覆盖率
达62.3%，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2014 年以来，宁波投入巨资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
计划，累计治理村庄 2139 个。加
快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改造建设
农村公厕 5567 座；新建 204 个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1777 个
村完成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理移
交，占建设行政村总数的95.2%。

完善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体
系，新创建美丽乡村合格村 325
个、示范村 52 个、精品风景线 15
条、省级示范县 1个。创建 A级景
区村庄 240 个，其中 3A 级景区村
庄 55 个。15 个镇乡（街道）创建
省、市级森林城镇，“一村万树”行
动通过省专项检查。浙东民居特
色风貌规划引导得到强化。

美丽乡村展新貌

乡村振兴，产业为要。
这些年，宁波立足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吹响发展绿色都市农
业的集结号，加速一二三产融合，在
全省率先跨入农业现代化阶段。去
年，宁波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3183元，居全省第一。

美丽环境激活美丽经济，精品
民宿、乡村酒店、特色庄园、慢生活
区、创意农业等新业态不断出现。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
道就此打开，农民薪金、租金、股金、
养老金多元增收的格局已具雏形。

新平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聚集乡村，“上山下乡”的人才、信
息、资金产生“化学反应”，催生农村
发展新动能。乡村，正成为创业的热
土。

近年来，宁波还多渠道促进农
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3633元，增长 8.9%，高于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
比继续缩小。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12841元，增长14.3%。

多举措落实“16+3”区域帮扶，
市、县两级安排村级集体经济扶持
资金4亿多元，落实“造血”项目240
个，全面落实“村企结对”帮扶机制，
在 5个镇探索实施“镇村联建统营”
模式，全市所有建制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均在 2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
在5万元以上。

同时大力推进农业农村“引才、
育才、用才”工作，共完成各类农民
培训 4.8 万人，4 个现代农业人才

（团队）入选“泛3315计划”。

富民强村求突破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保障。
2014 年，宁海开始推行小微

权力规范化运行，出台《宁海县村
务工作权力清单 36条》，让小微权
力有了明晰的边界，推进村务工作
阳光运行。“规范小微权力”写入
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的

“宁波案例”“宁波经验”走向全
国。而发源于象山西周镇杰下村的

“村民说事”制度，融“说事、议
事、办事、评事”于一体，说出稳
定、说出和谐、说出发展，已在宁
波市全面推广。

坚持党建引领，宁波不断完善
乡村治理的制度、组织、平台体
系，启动创建“三治”结合治理示

范村 240个。加快完善以村党组织
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
农村各类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治
理参与作用，乡贤、志愿者、老娘
舅等新型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涌现了象山“村民说事”、宁海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余姚“小板
凳工作法”、慈溪“圆桌夜谈”、海
曙“村民共治”、江北“一约二章
三会”等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完善
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机制，推
进镇 （乡）“四个平台”和“最多
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覆盖，网
格员网络体系不断优化，“乡村治
理+互联网”各类模式有效创新和
应用。

乡村治理开新局

宁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走
在全国全省前列，整市成为全国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市，
去年全市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
社总分红达30.1亿元，占全省的近
一半。

当前，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基本完成，闲置农房激活
利用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
点稳步推进，慈溪市承包经营权抵
质押贷款和象山县的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工作得到农业农
村部领导的充分肯定。

宁波大力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改革，去年共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11.7亿元，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
高。深化“三位一体”农合联改
革 ， 已 组 建 农 合 联 服 务 中 心 42
家、专业性农合联15家。

今年上半年，宁波出台《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将
实施农村综合改革等 9 个专项行
动，建设 22 个重点项目工程，全力
争创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为
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建
设“名城名都”提供坚强支撑。

征帆催发，振兴乡村东海之滨
再起航！

涉农改革新进展

打造乡村振兴宁波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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