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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大事记

1979年

1993年

1997年

2005年

2006年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正式
出台

我省农村开始包产到户

我省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结束了
长达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历史，实现
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我省粮食产量首次超过山东，坐上
全 国 产 粮 大 省 的 头 把“交 椅”。
2000年开始，我省粮食产量稳居全
国第一

2008年

亲历者说

2016年春节，莫沟村的400多名村民聚在一起，在改造一新的窑洞前照下全家福。

乡村振兴：从以城带乡到城乡融合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解决
人畜饮水、农业灌溉，政府在莫沟村
的上游修建了顺涧水库，实施了引
沁济蟒工程。到1975年，水库水位
提高，紧邻河沟的窑洞潮湿、坍塌，
出现了伤人事件。

现在人们看着窑洞很稀罕，但
在当时窑洞是贫穷、落后的代名
词。看到别的村住上了砖瓦房，我
们还依沟住着窑洞，村党支部开始
组织群众往坡上搬，兴建新村。村

里统一设计图纸，家家户户自己建
房，那真是个艰苦创业的过程，几乎
都是零存款，打砖坯、办窑场、伐木
料都是村民自己干。

到 1982 年，最后一户村民搬
迁，莫沟完成了整村搬迁，形成了三
个村小组、183户人家、740多人的
规模。人们搬入砖瓦房，生活方式
发生了很大变化，窑洞有的用来养
鸡养猪，有的用来当红薯窖，也就全
部废弃了。

莫沟的“蝶变”，是近几年河南众多乡村
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原大地上，越来
越多的乡村由贫穷落后到生机勃勃，一批批
村庄变成了“旅游村”“特色村”，这是我省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要求，也是破解我省城乡发展不
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要求。作为农
业大省、农村人口大省，在河南奋力迈进现代
化的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
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
劲也在农村，这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了乡村振兴“1+1+
N+1”政策体系。其中，第一个“1”是今年省
委1号文件《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意见》；第二个“1”是近期即将印发实施的
《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N是多个专项行动计划，目前已出台
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赢脱贫攻坚战、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科技兴农
等5个方案，以及即将印发的加快农业结构
调整的专项方案；最后一个“1”是正在制定
的乡村振兴工作评价体系。

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乡村基础设
施。我省建立了政府统筹、群众自筹、社会
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今年全省支持乡
村振兴财政资金总规模 1299.4 亿元，利用
金融资金 806.23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积极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我省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第
一仗来打，通过全面开展垃圾治理，梯次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推进厕所革命，促进
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着力提升村容村
貌，让一大批村庄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注重示范引领、典型带动。乡村振兴，我
省不搞“一刀切”“大呼隆”，综合考虑全省村
庄的多样性、差异性、区域性，因地制宜，以点
带面，梯次推进。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农村短板。
我省牢牢把握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这一要求，坚持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攻坚、聚焦特殊贫困群体攻坚，注重脱
贫任务较重的县攻坚，打好产业扶贫、转移就
业扶贫、生态扶贫、金融扶贫四场硬仗，确保贫
困村和所在县乡保持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
道不换，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场持久战。我们
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抓住机遇、
闯出路子、破解难题，尽快改变农村落后的面
貌；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恒心和韧劲，不
贪大求快、不“翻烧饼”“走弯路”，稳扎稳打、务
求实效。只要我们咬定目标不放松，一定会有
更多的“莫沟”出现在中原大地。③5

实践者说

莫沟村党支部书记杨凯：

村子不拆，就对了
在莫沟村村史馆，常年播放着一部“莫沟村史”的纪录片，这是由村里

老中青三代，包括老党员、老干部都参与讲述的历史，大致能够还原出新中
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莫沟村激荡的发展历史。回头来看，莫沟经历
了三次大的变迁，眼下正在经历着第四次。

整村搬迁
从坡下窑洞搬到坡上平房，解决了住的问题

莫沟能够保留下来、建设成
美丽乡村很不容易。但建好后，
如何运营好，能够不依赖“输血”
实现自我良性发展？这是摆在
莫沟人面前的一道新的难题。

2017 年 6 月，按照组织安
排，我担任莫沟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莫沟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波
折，主要是集体经济创收举步维
艰。村里的耕地、水域、水利设施
等都收归了集体，但集体直接经
营活力不够、效益不明显。

莫沟的下一步将如何发
展？我们经过几次大的讨论，
又一次解放思想，推动莫沟村
发展进入新阶段。

我们以党建统领，成立了招
商引资、林业发展、生态保护、文
化创意、土地改革“五大协会”，发
起党员先锋队、爱心志愿者、青
年突击队、巾帼标兵连、老年互
助社“五面旗帜”，研究制定了乡
村振兴“莫沟六条”，从治村思想、
治村理念、治村体系、治村路径、
治村能力、治村目标六个方面对
莫沟发展方向进行了明确。方
向明了，思路清了，村民也稳定
下来，全力投入到发展中。

我们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探索“三权分置”，将集体资
产的所有权、收益分配权、经营
权分离，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
式，通过招商引资、租赁、承包、
股份占有等形式，发展集体股份
合作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
的经营模式，激发了市场活力。

我们吸引“能人”返乡发
展。今年 5 月份，村里换届选
举，致富带头人苗东武当选为村
委会主任。他曾常年在外打拼，
成立运输公司，带动村里 30多
户搞运输。有个好的致富带头
人，群众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一年多下来，成效初显。目
前莫沟村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
旅游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带动
每户群众增收不低于5000元。

其实，回过头来看，莫沟的
每一次变迁、跨越都与改革开放
密不可分，都是一次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过程，也都是一次自
力更生、摸索探索的过程。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征程中，莫沟
走了一步“先手棋”，但如何能在
今后的发展中勇立潮头、保持住
标杆，需要进一步的努力。③5

兴办副业
从土里刨食到兴办副业，解决的是发展的问题

大约是在1977年，也就是改革
开放前夕，封闭僵化的思想被打破，
村里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
入，组织号召青壮年劳动力、“能人”
外出务工，但当时他们都是为集体赚
工分。这些人去渑池开铝矿，去博爱
崩石头，赚的工分不多，却开了眼界。

莫沟村开始兴办副业，办起了
砖窑场、汽车坐垫厂，最红火的当属
汽车坐垫厂。村民们从外地购入人
造革、泡沫、弹簧、木板，组装成汽车
坐垫卖给汽车厂家。最多的时候，
有20多名村民日夜不停生产，采购
员奔波在全国各地，从多个汽车厂
家手里拿订单。

集体有了收入，莫沟村“洋气”
起来。村里购买了 40马力的柴油
汽车、履带拖拉机、推土机等。到
1978年年底，村里建起了拖拉机站，
实现了机械化平整土地，成为远近
闻名的农业机械化村。

值得一提的是，1979 年，村里
购买了两辆大型运输车，搞营运创
收。当年年底，全村每人分 20 元
钱。当时一户人家一年也挣不了
100元钱。

这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虽然
日后各种村办企业走向衰败，早已
不复存在，却为后来村民搞汽车运
输播下了种子。

生死蝶变
由计划拆迁到改造，解决的是“留住”的问题

莫沟村所在的孟州，是个工业
强市。市里规划建设了产业集聚
区，是全省的“十强”，有三个基地在
全球都数得着，为了给发展工业“让
路”，纳入工业园区范围内的 10多
个村庄都要拆迁，莫沟也不例外。

也就是在这个关头，党中央提
出建设美丽乡村，要让人们“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孟州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重新发现莫
沟的乡村价值，征求群众意见后，将
整村保留下来，为产业集聚区服务。

2015年，莫沟启动了美丽乡村
建设。市里组织了工作组、设计团
队进驻莫沟村，提出的口号就是“不
砍一棵树、不填一口塘、不扒一间
房”，保留农村原来的模样。

当时是按照上中下三层空间来
改造的。上层空间就是村民住的地
方，统一改造了外立面，建设了村史
馆、村淘店、茶社、咖啡厅，让村里时
尚起来；中层空间主要是修复 100
多孔明清时期的窑洞，建成了窑洞
图书馆、村部、民宿，让村里有亮点；

下层空间是打造水系，将干沟变成水
域，形成了400多亩水面的汶水湖。

硬件设施完善了，我们开始着
重打造莫沟的“软件”，推动公共服
务向村里延伸。市里整合资金，引
来了天然气，通上了公交车，建起了
污水处理厂。村里还跟阿里健康合
作，建成了全国第一家村级网络医
院；村里建起了敬老院，整修了小
学，实施了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整
个村庄焕然一新。

村子越变越美，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纷纷回来，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村子里人气旺起来。2016年春节，
全村400多人聚在一起照了一张全
家福，这张照片被国内多家媒体刊
登，如今，每年村里人都要聚在一起
照全家福。

莫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人民日
报、新华社、河南日报都多次报道。
村里拿了很多大奖，像全国文明村
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都是“国”字头的。越来越
多的村民都以居住在莫沟为荣。

乡村振兴
由建好到经营好，解决的是全面发展的问题

省委农办常务副主任申延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破解城乡二元发展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浪

潮中，焦作孟州市一个再普

通不过的小村庄，经历了由

死到生的“蝶变”。

被纳入工业园区规划范

围的莫沟村，如果没能赶上

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美丽乡村的机

遇，没能赶上绿水青山也是

金山银山执政理念转变的

话，可能已经被夷为平地，变

成了厂房。

一个乡村的“蝶变”，折

射出了从以城带乡到城乡融

合发展理念的转变。让我们

来听听亲历者和研究者口中

的莫沟“蝶变”。

改造后的莫沟村窑洞村部。

1996年，莫沟村第一条柏油路修成通车。

改造一新的莫沟村。（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 尚杰 整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

我省新农合覆盖率达 100%，7600
万农民全部受惠

在全省建立并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

2014年

我省启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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