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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乡村振兴激活中原沃土

□本报记者 曾鸣

“我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很有
信心，对河南的脱贫攻坚工作十分钦
佩，这些年我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
也了解了河南很好的脱贫成效。希望
此次河南之旅，能够学到更多关于脱
贫的有益经验。”6月 27日，中非团结
一心运动全国执行书记、前政府总理
萨兰吉·桑普利斯·马蒂尔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萨兰吉说，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
乡村振兴战略对中非来说有很大的借
鉴意义，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实现城市

和乡村的协调发展。谈到中非面临的
问题，萨兰吉真诚地说，要实现人民脱
贫，才能真正带动农村的发展，让国家

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们应
该向中国学习、向河南学习。

“我们对中国在脱贫方面的成就
感到十分震撼。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让
农民真正有能力脱贫，成为乡村发展
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希望我们在河南
能够学到关于如何脱贫的有益经验，
帮助包括中非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共同消除贫困。”萨兰吉说。

萨兰吉表示，“一带一路”向世人展
示了一幅在共赢中造福各国人民的美
好画卷，河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省份，我们希望能够加强与河南的合
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美好未来。③4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河南的朋友现在能吃上智利的
樱桃、蓝莓等特色水果，我感到高兴和
振奋。”6月 27日，初到郑州的智利民
族革新党主席德斯博尔德斯，接受记
者采访时始终面带微笑。

“智利是拉美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之
一，农业是智利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
德斯博尔德斯介绍，随着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加快，智利利用本国的地理、土壤、

气候等有利条件，实
施外向型发展战略，
扩大水果和蔬菜的
生产，推动农业国
际间合作。

他介绍，智利

发展农业注重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培训
农民，不断提高农业领域生产者素质和
水平；二是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
业的质量和效益；三是农业发展适应

“精简”，生产中注重环保，减少农药和
化肥使用量，实施严格标准，让农产品

质量达到最高标准。
德斯博尔德斯说，智利的樱桃、蓝

莓在中国走红，得益于中国和智利两
国的贸易关系，现在智利出口的水果
达 60多种。“河南通过‘一带一路’让
智利新鲜美味水果走进百姓家中，双
方农业领域间合作将有更大空间。”德
斯博尔德斯对此深信不疑。

“中国农业结构完整，看到河南丰
富的农产品、厚重的农耕文化，感觉很
震撼！”德斯博尔德斯说，河南通过展览
展示，彰显了“国人粮仓”和“世人餐桌”
的发展成就。

“中国和智利在农业领域合作潜
力很大，相信将来会有更多优质农产
品丰富两国人民的餐桌。”德斯博尔德
斯笑着，憧憬着未来的发展前景。③4

学习河南脱贫的好经验
——访中非团结一心运动全国执行书记、前政府总理萨兰吉·桑普利斯·马蒂尔

加强农业合作 推进贸易大发展
——访智利民族革新党主席德斯博尔德斯

□本报记者 高长岭

6月 27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干部考察团团长卡亚图尔克接受了记
者访谈。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河南，河南
很大，规划良好，注重环保和绿色。”
卡亚图尔克说，之前他曾经多次访
问中国，到过北京、上海、广州等城
市，而此次河南给他留下的印象十
分深刻。

“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
兴。”卡亚图尔克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要促进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
卡亚图尔克表示，中国的发展重

点不是只让少数人富起来，而是让多
数人实现共同富裕，不只是发展城市，
还要发展乡村，让城市和乡村实现共
同发展，现在中国出现了 4亿人的中
等收入群体，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中国
的发展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
范，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这次来参观访问，就是希
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卡亚图尔
克说，政党之间要加强经验交流，相
信 两 党 和 两 国 关 系 会 迈 上 新 的 台
阶。③9

□本报记者 归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
兴，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它让我们对未
来的中国充满期待。”6月 27日，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哥伦比亚自由党干部
考察团总书记桑切斯表示。

桑切斯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聚焦于某个点，
而是涵盖了很多方面，是系统化、科学
化的伟大战略。

“人才振兴，能够为农村培养、留住
年轻人，为农村发展积蓄力量；生态振
兴，能够改善农村环境、建设宜居家园。
中国这些做法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桑
切斯说，产业振兴方面，中国用改革开放
40年的伟大成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也

为很多国家提供了成功经验。
谈到此次河南之行，桑切斯表示

非常高兴。他说，在不少哥伦比亚的
年轻人眼里，乡村是贫穷落后的代名
词，是“失望之地”。但在中国，在河
南，他看到的农村生机勃勃、充满活

力。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加强
哥伦比亚自由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
沟通协作，借鉴吸收中国、河南的先进
经验，找到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
让乡村成为人们的“希望之地”。

在访问中，桑切斯还特意谈到了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
一路’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对参与建
设的各国都有益。”桑切斯说，“我觉得
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
友谊和承诺，是对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的尊
重。我们希望早日
参与到‘一带一路’
进程中，获得更多与
中国合作共赢的机
会。”③4

“城乡共同发展”成为世界典范
——访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干部考察团团长卡亚图尔克

让乡村成为“希望之地”
——访哥伦比亚自由党干部考察团总书记桑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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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时节，中原大地麦收刚刚结束，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河南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和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中原粮仓”基础越夯越实，产业融

合春色满园，美丽乡村宜居宜业，一个朝着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迈进的传统农业大省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刘红涛 高长岭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地处
华夏之中的河南，沃野千里，自古以来
就是重要粮仓。

粮食安全、“三农”工作是经济发展
的“压舱石”、社会稳定的“定海针”。河
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对全国举足轻重。2014年，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时强调，“粮食
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
能丢”。今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
审议时再次寄语河南，“要扛稳粮食安
全这个重任”。

抓好粮食生产，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河南不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近年
来，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省委、省政府以粮食生产核心区建
设为抓手，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不断筑牢“中原粮仓”。

这几天，丰收的小麦让夏邑县田丰
家庭农场负责人李献海“累并快乐
着”。“今年优质小麦‘新麦 26’亩产
1300多斤，粮食企业加价收购，一斤高
出1毛多，又是一个丰产丰收年！”李献
海说，他经营土地1500多亩，由于在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内，优质小麦旱涝保
收，近年来产量不断提升。

如今，像李献海一样的种粮大户，
在实现土里生“金”的同时，带动越来越
多农户共同筑牢“中原粮仓”。我省的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逐渐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
的引领者。

同时，我省围绕确保粮食安全和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四优四
化”为抓手，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粮食安全与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高效种养业转型发展持续发力，绿色
食品业转型发展蹄疾步稳。我省优质专
用小麦已发展到1204万亩，居全国第一
位；花生面积发展到2200万亩，高油、高
油酸花生占比超过50%，畜牧业产值居全
国第二位。依托小麦、花生等优质丰富原
料，引进茅台、益海嘉里、鲁花、君乐宝等
一批知名食品龙头企业，带动绿色食品业
调结构、扩产能、提效益。截至去年年底，
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
7250家，成为我省第一支柱产业。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表示，围
绕粮食做出大文章，河南从“大粮仓”

“大厨房”“大餐桌”到“大战略”，正有力
推动着乡村振兴。

补齐发展短板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乡村振
兴的不竭动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

“碧水绕村庄，天空呈蔚蓝；垃圾分
类收，村有保洁员；村村通宽带，自来水
安全。”6月 21日，一位返乡创业的兰考
人，这样描述家乡人居环境的改善。

现在，兰考县实现了户有垃圾桶、
村有垃圾箱、乡有中转站、县有处理设
施，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市场化保洁，

建立起“户投放、保洁员收集、保洁公司
运输、县处理”的农村垃圾治理模式，村
内村外保洁全覆盖。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王家辿村几
年前还是个贫困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成为鹤壁美丽乡村示范带上的一颗“明
珠”。如今越来越多的小乡村，成为省级
和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试点。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农
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汤阴县向阳庄村
党支部书记葛树芹深有感触。近年来，
向阳庄村铺设下水道、装上天然气、硬
化了道路，全村用上了自来水。

省委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3
年我省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
省财政对乡镇政府所在地按 1000 万
元、中心村（特色村）按300万元标准以
奖代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

2018年，我省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持续加快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深入开展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行动，建设起一
批“美丽小镇”“四美乡村”（环境美、田园
美、村庄美、庭院美）和“五美庭院”（整洁
美、卫生美、绿化美、文明美、和谐美）。

截至目前，全省共创建“四美乡村”
2943个、“美丽小镇”185个，涌现出了
以林州市、新乡市唐庄镇、信阳市郝堂
村为代表的一大批乡村振兴的示范县、
示范乡镇、示范村，打造具有河南特色
的“富春山居图”。

多渠道助农增收
农民腰包“鼓”起来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行走在
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村中道路宽阔
整洁，别墅建得错落有致，学校、医院、工
厂、商业街、酒店应有尽有。57岁的村民
李玉星高兴地说：“村里能发展这么好，
多亏了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不仅仅有“领头羊”的带动，我省还
大力“引凤还巢”，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
大展身手。6月 20日，在平舆县归源
农业合作社里，桃、葡萄、香瓜硕果累
累，丝瓜、茄子、扁豆青翠欲滴。马海瑞
是这家农业合作社的创办者，也是返乡
创业大军中的一员。在平舆县，像马海
瑞一样返乡创业的超过2万人。

近年来，在政策推动、乡情感动、项
目带动下，河南走出去的“民工潮”正在
变成引回来的“创业潮”，实现了由“输
出一人致富一家”的打工效应向“一人
创业致富一方”的创业效应转变。目
前，全省返乡创业累计 130万人、带动
就业 814万人，有 3875 名返乡创业人
员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干部，成
了农村发展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的领
头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位于豫西深山区的卢氏县，青山
绿水间、蓝天白云下，一个个新建小区、
一栋栋楼房、一座座房屋成了搬迁群众

告别贫困的新家园。卢氏县通过易地
搬迁，在每个搬迁安置点至少建设一处
产业基地或扶贫车间，搬迁后的群众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明两年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省扶贫办主任史秉
锐表示，今年我省确保高质量实现 14
个贫困县摘帽、1000个左右的贫困村
退出、65 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同时，还要巩固脱贫成果，做好乡村振
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

当前，正处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
转型的河南，农业正由增产导向向提质
导向转变，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让城乡
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轨，人
才、科技、资本等要素的活跃也让农民
从身份化向职业化转变。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强力推进，一幅具有河南
特色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呈现在世
人面前。③4

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专题宣介会主题展上，麦秸秆作画吸引了外国嘉宾的眼球。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王铮 摄

嘉宾访谈

在河南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