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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重托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让中原更出彩出彩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好榜样好榜样

三农杂谈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远志 冯思纯文/图

四大闲置农宅发展形态
被看好

这里是人类始祖盘古的诞生地。
巍巍盘古山，潺潺甜水河，7月24日，
漫步在泌阳县盘古乡，到处生机勃发，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田野里，片片硕
大的烟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翠
绿。夏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牛舍
内，头头健硕的夏南牛正在悠闲地吃着
青草。道路边，一排排太阳能发电板不
断映入眼帘，这里的电流将源源不断地
输往国家电网……

近年来，盘古乡以产业兴旺为抓
手，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融合创新
业态，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
兴的新路子。

核心提示

乡土特色是把“金钥匙”

土地里刨出“黄金叶” 牛棚里养出“万元牛”

2

茶园中种出“脱贫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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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种粮食迎来利好
农业农村部表态：政策资金全面支持

盘古山生态茶场的工人正在晾茶。

风景秀美的盘古山景区地

处500米以下低山区，雨量充沛，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环境优良，

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白云毛峰茶叶肥

嫩、白毫显露、色泽翠绿、香高味润、清香

淡雅的优良品质。泌阳县盘古山茶业有

限公司就致力于白云毛峰茶的开发。该

公司总经理刘静告诉记者，公司主要是

以茶园基地、农户、旅游观光的模式来发

展，茶园占地面积5000亩，今年春茶的采

摘量达3万斤左右，很受市场欢迎。

一片茶园带动一方百姓致富。63岁

的徐远友是盘古乡磨山村人，今年是徐

远友在泌阳县盘古山茶厂工作的第六个

年头了。“我长年都在这工作，农忙时不影

响我种地，农闲时我就到山上来看管茶

园，除草、修剪茶树，不用外出打工了，也

挣到钱了，每个月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

一年算下来进账几万块钱。”徐远友开心

地说。

“公司下一步将加大对贫困户在技术

方面的支持，继续无偿提供茶苗，鼓励引

导贫困户种植茶叶，从而实现产业脱贫致

富和乡村振兴。”采访中，刘静告诉记者。

“未来，我们将继续积极扶持茶产业

发展，推动企业尤其是重点龙头企业与

贫困户签订劳动合同，持续吸纳他们成

为企业的生产工人，从事茶园管理、茶叶

采摘、茶叶加工、茶叶包装运输、库房管

理、后勤服务等相关工作。广大贫困户

通过在盘古山茶业有限公司直接就业获

得固定收益，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盘

古乡党委书记谢修建说。

盘古山下产业兴

眼下，烟叶生产进入收获

期。在泌阳县盘古乡柴庄村，

脱贫户邱新典正忙着在烟地里

打烟装车，今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村

里的烟叶基地领了5000多元工资。和邱

新典一样，60多岁的柴士秀与多名脱贫

户被安排到本村烟叶基地打工，实现了在

家门口挣钱的梦想。

据了解，柴庄村素有种植烟叶的生产

习惯。为了让特色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乡

里和村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种植，烟叶种

植面积从最初的30亩扩大到如今的100

多亩。有了村干部的带动引导，加上近年

来烟叶市场行情向好，村民种植积极性很

高，烟叶种植发展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重

要产业。

“近年来，盘古乡把烟叶生产作为强乡

富民的主导产业来抓，为农民致富增收开

辟了一条新路子。今年，该乡整合2000多

亩土地集中连片种植烟叶，并制定全乡烟

叶种植长远发展规划。同时，积极实施示

范带动、科技兴烟战略，引导扶持农户发展

烟叶种植3000余亩，实现亩效益4000元

以上。”盘古乡乡长牛新伟站在一片长势喜

人的烟叶地旁边兴奋地告诉记者。

盛夏的盘古山，蓝天白云，

水草丰茂。在盘古山脚下，盘

古乡姜家庄贫困户姜其瑞在山

上放牧，七八头黄牛在山坡上悠闲地吃

着青草。看着一头头茁壮成长的牛犊，

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要知道，姜

其瑞家生活一度贫困，找不到致富的门

路，后来，他家获得扶贫“以奖代补”补贴

资金1.6万元，利用这笔资金，他购买了

8头黄牛，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

转变。

离盘古山不远处的盘古村黑山沟组

一家牛棚里，脱贫户李先立正在细心照

料着他的黄牛。100多头黄牛津津有味

地吃着青草和秸秆，“在扶贫政策的帮助

下，李先立不等不靠，不断扩大养殖规

模，现存栏160多头黄牛，一头牛能卖1

万多元，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好典型”。

盘古乡扶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盘古乡山地草场资源丰富，为养殖

肉牛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饲料，并且，全

乡农村拥有悠久的养牛历史。特别是

近年来，盘古乡紧紧依托夏南牛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2018年为柏树庄村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24万元。同时组织周庄、许庄、柏树

庄3个村委的81户贫困户大力发展养

牛产业，实现产业带贫，实现户均分红

收入3000元，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

“牛”路子。
针对此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上提出的关于“保障千亩以上连片

《国家农民合作社粮食生产示范社》农

业基础建设用地”的建议，农业农村部

于近日在其网站发布了答复，就高标准

农田建设、加大支持粮食生产农民合作

社、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等问题，进

行了认真回答。

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根据答复内容，2019年，农业农村

部将同财政部通过整合设立农田建设

补助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及农田

水利建设。其中，资金支持范围包括土

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与节水设

施、田间机耕道、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

保持以及农田输配电等。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研究推动出

台加强全国农田建设工作指导意见，鼓

励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参与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

关于加大支持粮食生产农民合作社

近年来，中央财政采取系列措施，

支持包括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在内的

农民合作社发展。比如，2018年，安排

资金14亿元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2017~2018年，

每年安排农机购置补贴186亿元，支持

各地提高农业生产耕种收机械化水平。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完善农

机购置补贴相关政策措施，突出农机保

障重点，推动普惠共享。

关于加大对粮食生产补贴力度

2017~2018 年，中央财政每年安

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204.85亿

元，支持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

权的种地农民，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

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提高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引导农民综合采

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减少化肥农

药用量、施用有机肥等措施，切实加

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

地力。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根据中央一号

文件精神，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提升耕地地力，稳定粮食生产，推动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据农业
农村部网站)

出门旅游，人们总爱买一些当地特

产带回家和亲友分享，比如北京烤鸭、金

华火腿，四川辣酱。除了吃的，像竹编、木

雕、银饰、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产品，也都

是游客必买的“伴手礼”。

最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现场会

在重庆召开。会上透露，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达到 2409 个，成为乡土特色产

业品牌化、集群化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加

强和创响了10万个“土字号”“乡字号”特

色产品品牌。如何让乡土特色产业获得

持续不断的动力？

与会专家认为，乡土特色产业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快车道。如果把乡

村产业比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精

准扶贫的一把钥匙，那乡村特色产业就是

一把金钥匙。乡村里的土特色产品、手艺

绝活、独特色景观，将成为乡村产业发展

的亮点。挖掘这些特色资源，也将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民增收和精准脱贫，

带来新的契机。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水平的

升级，人们对特色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扩

大，旅游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下车购物

拍照，上车闲聊睡觉”的模式。而是更注

重在乡村消费的体验感和参与感的获

得。因此，独特、新颖，且极具乡土特色的

项目逐渐成为游客们的新宠。

如何打造出这把金钥匙？

突出“特色”“品”“文”三个关键点，聚

焦“开发一批乡土特色产品、发掘一批乡村

能工巧匠、打造一批乡土特色产品基地、培

育一批乡土特色产品品牌”等重点任务，科

学布局，合理引导。

如何打造好这把金钥匙？

政策鼓励是发展乡土特色产业的坚强

保障。要采取科学规划引导、鼓励创新驱

动、规范产品标准、增强产业融合的发展方

式，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促进乡土

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用好这把金钥匙？

乡土特色产业聚焦的目标是促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增收、精准脱贫应

成为这把金钥匙的对接重点。因地制宜，

依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严把产品质量

关，树立品牌效应，也可以把“金钥匙”做

成“金名片”，实现带动发展、全面发展。

（冯建路）

近年来，社旗县李店镇人大主

席团定期组织免费就业技能培训，

为农村留守妇女，尤其是贫困家庭

妇女搭建就业平台，吸纳她们在家

门口灵活就业。图为7月21日，该

镇王庄村的永发制品扶贫车间里，

当地妇女在工作。常杰敏摄

艺术孵化

这种形态源于农民将自己闲置的农

宅租赁给艺术家，逐渐产生艺术家集聚

的规模效应，最终形成一个特色的艺术

创作村落。

北京的宋庄是国内此种形态的代

表，自1994年以来，全国各地艺术家聚

集于此，使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艺术家

集聚地。村民几乎家家都改建了供艺

术家租用的工作室。这些工作室，连同

后起的艺术馆群一起成为宋庄旅游的

核心竞争力，围绕艺术创作而延伸的旅

游产业链条也不断拓展。

田园综合养老

这种形态与艺术孵化聚落相似，同

为将农宅进行出租，但是吸引的人群不

同，田园养老社区主要吸引的是城市银

龄阶层。

杭州天目山脚下的许多村落利用闲

置的民居接待夏天前来避暑的老人，已

经成为远近知名的银龄避暑胜地。

度假乡居

其核心理念是“一个乡村就是一个

野奢度假综合体”以及“闲置农宅的整体

改造与度假化利用”。这种形态对农宅

的要求较高，除了以村落为单位的房屋

空置率要超过80%外，最好还是传统的

老院落，并且生态优良、环境幽静。

典型代表是北京密云的“山里寒

舍”，由古村落改造而成的乡村生态酒店

群，具有乡村的原始生态特征，每一间房

舍外表都保留农家样貌，内部精装修，奢

华与朴素混搭，舒适和自然结合，将城市

化的星级酒店享受与乡村自然宁静的

生活自然融合。

文创民宿

这种形态以乡村环境为基础，以文

化创意为出发点，一方面相对较适合历

史底蕴深厚、文化特色突出、村域内拥有

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村落传统肌

理尚存的村落，另一方面即便不具备以

上条件，只要有典型乡村的气质，通过文

化创意的演绎，同样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农村宅基地的功能作用已经被放

大，原先保障农民居住属性为主的宅

基地，有条件地区的农民可以从中获

得商业收益，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

渠道。（杨滢李沛）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农村土地流

转兴起，外出打工的农民可以把闲置的

土地租赁给一些种植大户，每年获得一

份不菲的租金，正常情况下，这自然是

一件好事儿。但土地流转关乎农民切

身利益，一定要看清合同再签字，避免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签字时，

都有哪些陷阱？

没有正规的合同或者协议

农民比较淳朴，都觉得抬头不见低

头见的邻居不会骗人，或者是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白纸黑字写下来，很多都是村

干部在其中周旋，口头上定好价格、时

间、地块。但是口说无凭，种地没有赚到

钱就跑路的大有人在，最后吃亏的还是

农民自己。

不标明租地用途

流转的土地是耕地，被租赁后性质

不能变，只能作为田地耕作。有的租赁

方企图流转土地用于搭建厂房，这种情

况是违法行为，如果协议中没有标注用

途，那农民的麻烦可就大了，到时候不仅

租金拿不到，还可能需要负法律责任。

不明白协议缘由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流转要遵

循双方自愿的原则进行，而且关于土地

的租赁价格、租赁时间以及土地位置等

都要详细地写出来，农民在租赁土地的

时候也要看清楚了再签字，否则被坑损

失就大了。

规避租地陷阱，有三点一定要注

意：一是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才能流转土

地。不要因为熟人牵线就盲目把地租

出去，对租地人或租地企业要了解清

楚，包括他们今后对土地的规划。如果

自己没把握，最好找专业的第三方平台

来监督整个土地流转流程。二是一定

要确保流转合同正规合法。一份具有

法律效应的合同是解决土地纠纷的关

键，如果自己没有把握，也最好让一个

权威的第三方来公证。另外，土地确权

一定要重视，确权后颁发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也是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之

一。三是一旦发现猫腻果断维权。发

现问题及时向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反映，

若反映无果，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李威杨辉理）

如何多元化盘活闲置农房，越来越成为破解“三农”问
题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目前全国7000万套乡村闲置房
屋，百万亿元农村土地资产有待盘活。唤醒这些“沉睡”资
产不但能拿到国家补贴，还能实现农村自身“造血”功能。

土地流转合同别乱签
小心这样的租地陷阱

留守妇女
扶贫车间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