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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三农问题将有系统解决方案
营造环境吸引人才成为关键

飞鹤乳业 2018 年瞄准百亿目标
近日，飞鹤乳业总裁蔡方良在飞鹤乳业
战略成果暨品牌焕新发布会上表示，2017 年
飞鹤乳业高端销售增长超 200%，整体增长超
过 60%，
同时发布了 2018 年战略目标：营收突
破 100 亿，让中国宝宝的奶瓶掌握在中国人
手中。迅猛的增长速度使飞鹤持续保持行业
领先势头，引领了整个国产奶粉的崛起，未来
飞鹤的百亿目标更将为民族乳业带来新的发
展动力。2017 年飞鹤的战略成果可以归纳为
四个引领：业绩引领，高端奶粉同期增长超过
200%；地位引领，成就国产奶粉第一品牌、亚
洲婴幼儿奶粉第一品牌；荣誉引领，蝉联“世
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斩获“世界乳制
品创新大奖最佳乳制品成分提名奖”；消费引
领，累计服务近 2000 万消费者，创领“更适
合”的差异化体验。
（马国香）

实习记者 秦之龙

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总是
牵动着千千万万中国农民
的心。从 2004 年的
“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
，
到 2017 年
“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
一号文
件每次提法的改变，都立足于
当下国情和农村发展现实。
2018 年的一号文件主题为“乡
村振兴”，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乡村振兴”
这一全新的提法和
具体举措，将对我国“三农”问
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

一汽易开共享汽车亮相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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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蓝图细化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这是新世
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 15 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谈及 2018 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韩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 今年
的最大亮点是通过谋划一系列的重要工
作抓手，搭建起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四梁八柱’，内容亮点多、政策突破点多、
工作的重要抓手多。
”
“四梁八柱”和“三多”特点表明，以
“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2018 年中央一号文
件，在围绕我国“三农”问题的顶层政策设
计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以往，大多数一号
文件都是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民谈农民，
未能形成宏观的、完整的、全面的体系。
首农电商创始人、CEO 李志起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的变化特别大，过去谈“三农”都
是分散的，主要是行业性的意见和看法，
而今年则是纲领性、系统性、全面性的，是
真正意义上国家层面的“三农”顶层设计，
其涵盖面广、着眼点细、指导性强，将会在
未来 30 年对“三农”及整个中国社会，产
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与以往一号文件侧重讲农业以及农
村经济不同，乡村振兴不再是割裂的农
业、农村、农民，而是包括社会治理、生
态、环境、文化、产业、民生等多种元素在
内的系统性工程，是全面持久的发展与
振兴。对于这一显著的变化，云种养创
始人、
“ 玉米哥”杨天龙指出，
“ 三农”问题
不仅仅是产业、经济发展等硬件问题，更
应该关注农村文化、农民价值取向、村民

关系等软件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很
多都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关，这是可
喜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列出了一系列的“负面清单”，以问题为导
向的措施出台，将对政策的落实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确保令行禁止，乡村振兴不跑
偏、不走样，
落到实处。
“三农”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乡
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三农”发展提供了
现实有效、切实可行的抓手。中国农科院
郭春雨博士表示，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开
始，将“乡村振兴”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七大战略之一，到今年的一号文件将
“乡村振兴”蓝图细化，我国“三农”问题的
解决真正抓住了“牛鼻子”，有了清晰的解
决路径。

乡土人文气息的乡村，就不会让人才找到
归宿之根，也就不会有良好的乡村社会经
济发展氛围。
对此，中国旅游发展改革咨询委员会
委员孙小荣表示，
“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人
的振兴、文化的振兴。既要能吸引人，更
要能留住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警惕
农村成为资本殖民地，乡村振兴要防止
‘两民’
现象，
一是新移民，
二是新殖民。
”
一号文件中提到要放活宅基地，因此
一些社会资本蠢蠢欲动，农村土地再次成
为资本眼中的“肥肉”。针对可能出现的
现象，一号文件“负面清单”中明确指出：
“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
大院和私人会馆，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
地”。放活宅基地，并非让城市居民到乡
村置地，更非大力发展土地财政，而是要
全面盘活“人财物”，
推动乡村振兴。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越来越多有情
怀、有抱负的人才，正在回归乡村进行艰
苦创业，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一些企业利
用现代科学技术，逐步帮助乡村农业走上
产业化发展道路，解决农民面临的实际难

题；更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加大对农业领域
创业的支持力度。
杨 天 龙 的 云 种 养 聚 焦“ 互 联 网 + 农
业”，在 APP 平台上，农户可以直接向相关
领域专家咨询问题。同时，云种养还协助
农民创业，并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带动乡村发展。不只是云种
养平台，首农电商也帮助农民将农产品卖
到城市。首农电商重点关注产销对接、精
准扶贫，从源头解决问题，扭转农业无序
生 产 、市 场 化 程 度 低 、组 织 能 力 弱 的 局
面。随着农业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各地政
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对现代农业的
扶持力度，其中，甘肃从 2017 年开始，将
连续 5 年投资 1000 亿元支持特色产业发
展，并明确资金要全部用于发展农村富民
产业和县域经济。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落地，未来
乡村的发展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像
著名作家熊培云所言，
“ 我相信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回到乡下去，我也会尽可能多地
回到乡下去住。我看到乡村沦陷，也看到
乡村在生长。
”

人与文化是乡村振兴关键
乡村振兴最终的实现，不是靠一种力
量，而是各方一起持久努力的结果。在此
意义上讲，基于土地和空间，营造良好的
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吸引人才回
流，对农村进行深度、全面的价值挖掘，将
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
对此，作为 80 后农业创业者的领军
人物之一，杨天龙深有感触，
“三农问题的
解决，一方面要靠外界的输血，更重要的
是要靠内生力量。乡村只有做到产业兴
盛、文化繁荣、政治清明，才能吸引更多人
才回到农村，并通过人才反哺农村发展，
进而解决如贫穷、文化落后、留守老人、留
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
”
杨天龙如是说。
城市的历史是用钢筋水泥写就的，乡
村的历史则蕴含着田园山水、质朴的乡音
乡情。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巨大冲
击，乡村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因
此，以文化为魂的乡村振兴变得十分必
要。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振兴
农村文化占了很大篇幅，如“繁荣兴盛农
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 开展移
风易俗行动，提升乡村德治水平”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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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备受瞩目的“天津一汽·易开出
行——骏派 A70E 共享汽车交车仪式暨易开
出行天津启动大会”在天津市津南区双港总
部经济园广场如期举行。一汽携手易开出
行共同对外宣布，正式在天津投入车辆开展
“车桩位一体化”的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项
目，首批投放了 100 台骏派 A70E 作为运营车
辆。来自天津市政府、天津一汽、一汽服贸、
易开出行的领导及 30 余家媒体到场，共同见
证了一汽易开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项目的
启动仪式。这是一汽集团落地的首个汽车
共享出行项目，标志着中国一汽正式进入了
移动共享出行服务领域。这也是易开出行
继投车运营芜湖、池州等 19 个城市之后，首
次踏入一线城市运营的共享汽车项目，标志
着一汽与易开在移动共享出行领域的合作
正式落地。

高德启动“团圆计划”助力春运
近日，针对 2018 年春运，高德地图发布
了“团圆计划”，推出了摩托大军组队返乡、
安全助手、一键报平安、暖心导航等多项服
务举措和产品功能，全方位帮助用户顺利返
乡。同时，高德地图还对外公布了 2017 年
的社会责任成绩单：躲避拥堵平均每天为用
户节省出行时间 872 万小时，相当于每天减
排 93 吨；全国范围上线服务特殊人群的无
障碍设施上报；参与“团圆打拐”项目，推送
儿童失踪和结案信息 56 亿人次，与平台一
起找回儿童 2297 名，这些都凸显了高德地
图作为国内最大移动出行平台的社会担
当。高德还承诺今年将推出更大力度的公
益计划，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民众更顺
畅、更温暖地出行。

《智能语音大数据分析报告》发布
2 月 2 日，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与搜狗知
音联合发布了《智能语音大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认为社会已飞速进入智能语音输入时
代，并深刻改变了网民的上网习惯及人们的
社会生活。以搜狗知音为代表的智能语音技
术，准确率达 97%以上，并已经在互联网、教
育医疗、车载软件、智能家居等领域广泛应
用，实现了从概念、技术到商业产品、功能应
用的跨越。其智能性、快速性、无需动手性不
但能满足用户多种复杂需求，也打破了中外
语言、地区方言差异的壁垒，实现了无障碍交
流沟通。报告指出，智能语音的迅速发展极
大地繁荣了互联网运用、提高了社会治理智
能化水平、推动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技术突
破，提升了人民生活品质。据悉，该报告还对
智能语音行业做出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