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7日，2016中央一号
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
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的若干意见》对外公布。

多年前，党的十六大报告首
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今一
号文件再次聚焦目标，则吹响了
最后冲锋的号角。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
随着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不断
完善，以及农业现代化推进速度
的加快，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进
程，将随着一号文件的落地，与
越来越多的农村产生化学反
应。今后五年，将成为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如
何在这个冲刺过程中，补齐农业
改革中的短板，也成为2016年
一号文件关注及调整的重点方

向。
如面对当前基础设施薄弱、

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严重等
农村问题，此次的一号文件就提
出，将把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设
施重点放在农村，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基础设施，加快
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和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而对于农民收入不高且不
均衡、农产品价格下行，保持农
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难度加大
的问题，则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农
村的独特优势，深度挖掘农业的
多种功能，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成为
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让农村成
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如果说 2015 年是环保的
“标准”年，那么2016年则进入
了环保的“法制”年。

大气污染防治法、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第四阶段
燃油消耗标准、燃煤电厂超低排
放电价支持政策……新年伊始，
一大波环保政策的来袭，让很多
人越发感觉，今年的环保力度，
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环境治理是天下第一难。”
在今年的河南省十二届人大五
次会议上，新上任不满半月的省
环保厅厅长用这句话表达了环
保治理的任重道远。而在经历
了连续几轮雾霾天气，连续数日
PM2.5指数“爆表”的尴尬下，如
何让“绿色”回归，同样审视着经

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要发展，更要环境”。作为

“十三五”开局之年，“环保”这
词，依旧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卷
书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进
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环
境保护既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又处于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实施《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实施方案》、开展贯彻实施《大
气十条》情况考核、实施《土十
条》、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
着力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实
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
划等一系列后续动作的提出，也
预示着2016年，环保领域将极
不平静。

变，跨过农业短板觅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前经
济转型升级方向相一致，“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今年
首次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
虽然在通篇15000字的文件
内容中，此词只出现过一次，
但可以看到，2016年的农村
改革，都践行着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整体思路。

如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和区域布局方面，文件就提
出，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
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
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再如树立
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
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
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等。

从这些定位不难看出，农
业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结构
和效益问题。近些年我国粮
食虽然连年增产，但结构性矛
盾已经极为明显。部分农产

品过度依赖进口，缺口增大潜
力不足，有效供给已不能适应
需求变化。可以预见，对于粮
食生产大省的河南，农业生产
形势将逐步过渡为农业多产，
在保证优势粮食产区粮食产
量的同时，对于非粮产区，将
有可能采取交错、退耕等方
式，根据市场需要和农牧发展
来综合治理。

而在供应均衡的同时，食
品安全和农业污染问题，也成
为能否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考量。面对当前一些
农业开发强度过大、利用方式
粗放的状况，文件就提出，必
须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
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
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
局。这也意味着，“高投入、高
产出”的掠夺经营方式将被农
业企业和地方政府逐步摒弃，
循环农业，采用休耕、轮作、种
植结构调整等措施修复农业
生态环境，将成为主要的方

向。当然，强化食品安全责任
制，也成为地方领导班子政绩
考量的重要指标，由此引发的
一系列调整与变革，将直接提
升农业专业化与系统化的全
面发展速度。

回顾近几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水利、农业科技、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不断成为入题关
键词，而从2014年至今，“现
代化”已经连续三年被写入文
件标题。可见，依托于城乡经
济产业的融合与信息化的渗
透，农村电商、农业信息化、土
壤修复等领域，正在从土地中
释放自身活力。与此同时，拉
小城乡鸿沟，让农民能够“土
地入股”获得增收机会，则是
下一步重点需要攻克的难
关。让没有脱离土地的农民
靠土地致富，让脱离土地的农
民离而有得，这正是农村改革
所要做到的目标与方向。

变，翻越环保栅栏得坦途

在新常态下，很多行业
都面临着过剩的危机，而环
保行业却依旧处于产能不足
的可再投资领域。“十三五”
期间，绿色发展将成为引领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
大发展理念之一，节能环保
全社会的投资规模有望达到
17万亿元，而这将助推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更创造出极大的市场空间。

环保产业在中国孕育超
20年却没有大的发展，归根
到底在于前期投资较大、投
资回报期长、收益率偏低。
但面对经济增速下行，行业
回报率普遍下降的新常态，
环保产业的诱惑正在凸显。

尤其随着2016年政策红利
的到来和政府扶持力度的加
大，以及产业市场化程度提
高，使得环保项目快速落地，
这也让该行业盈利能力不再
总是“地上爬”。

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实施，为燃煤改造、生物能源
改造等领域提供了巨大的市
场；再如环保监测体系的形
成，则为相应的设备制造商
和服务商提供了产业发展的
机会；随着正在推进的土地
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新
型材料和技术的革新将为整
个行业带来质的变化；而循
环经济和资源利用转化领域
的新要求，则为节能环保和

回收利用板块创造了新的发
展价值。

相比以往重治理的方
式，2016年的环保方向更多
向缓解环境污染偏斜，开始
进入生态环境的重构阶段，
环保相关产业将升级为生态
产业，定位的提高会是环保
行业2016年的新机遇。

虽然说环保问题需要长
期进行，一些行业问题依旧
会存在，但是整体向好的趋
势已经非常明晰。越来越多
的行业会因此进入“大环保”
范畴，而这也将带动更多以
治理、防治、维护为主的服务
行业壮大，为环保产业提供
更多的市场潜力与支持。

环保政策在今年的爆发，并
非一蹴而就。在“十二五”期间，
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就已成为各地政府寻求新常态
下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标准。

回顾以往，2013年和2014
年先后出台了“大气十条”和新
《环保法》，2015年更是在短短
的几个月时间里，陆续发布了

“水十条”、《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批重要的
环保相关文件，并有消息称“土
十条”的编制工作也接近尾声。

在成绩上，仅2015年，首批
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
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
降14.1%。而在整个“十二五”
期间，环境治理已从单一行业向
社会全面铺开，全国脱硝机组占

对河南及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最需要改革的方向，同样在此

一系列后续动作的提出，预示着2016年环保领域将极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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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 全面小康建设加速冲刺

□本报记者 程昭华 文图

优化结构 农业供给侧改革渐行渐近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民
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5%，在
去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首破
万元大关，增幅连续第六年高
于 GDP 和城镇居民收入增
幅。作为中国农业变革的主
要推动力，从 2014年至今，

“农业现代化”已三年入题。

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变局，
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从根本上提升竞争
力，从而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面
临的各种难题。

长期未变的农村土地改
革，将在2016年开始走上一
个新的台阶。土地确权的基

本完成，以及农村宅基地确权
的不断推进，为现代化、规模
化农业提供了基础。而随着
土地有偿退出在今年试点的
展开，土地作为资源的价值将
更加凸显，盘活沉寂千年的土
地，即将成为现实。

政策集中来袭 环保领域2016不平静

□本报记者 程昭华

火电总装机容量比例由
2010 年 的 12.7% 提 升 至
87%，酸雨面积已恢复到上
世纪90年代水平。环保基
本标准体系、监控网络、法律
体系亦不断形成并完善。

这样的积累，令 2016
年成为“十三五”环境保护
顶层设计的一年。就目前的
信息来看，环保工作在继续
改善环境质量，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的同时，更多采用科技化、
精细化和信息化，加快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以及治理
能力的发展。在落实生态环
保“党政同责”的基础上，
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
境监控系统，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市场体系，健全环境信
息公布制度。

而借助供给侧改革带来

的机遇，系统完备、高效有
力的环境法制体系建设，也
将成为2016年环保工作的
重点。“生产低碳可循环”、

“生活方式绿色化”、“遗留
污染处理”等词不断出现在
各地政府报告中。这也将推
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
业体系，引导公众向勤俭节
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转
变。

偏重顶层设计 气、水、土三大战役同时开打

发展空间增大 环保产业成经济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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