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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之声·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泰安市委书记崔洪刚：

用挑山工精神打造乡村振兴的“泰安篇”
本报记者 江金骐 马国香

崔洪刚

“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
这就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上趟出
路子、做出表率。
”3 月 8 日，
全国人
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崔
洪刚就如何打造乡村振兴的“泰
安篇”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一定要用“挑山工精神”，打造出
山清水秀、物阜民丰、三生融合的
新泰安。
“产业不发展，群众不增收，
振兴就无基础。”崔洪刚表示，生
产力不发达，物质匮乏，一穷二白
实现不了振兴。因此，时时刻刻
都要抓产业、增收入，才能实现真
正意义、经得住检验的振兴。
在大力推动新旧动能转化的

历史关口，山东泰安把产业振兴
大计放到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上来抓，在做好农村产业发展
规划的同时，发展特色产业，打牢
乡村振兴基础。
在产业振兴方面，泰安大力
发展优质农产品，有机蔬菜达到
30.2 万亩，产值达到 31 亿元。同
时，当地还培植了泰山大樱桃、泰
山茶、泰山板栗、肥城桃等 10 个产
值过 10 亿元的特色优势农产品。
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泰安
带动经营业户 6000 余户，从业人
员超过 2 万人。
“ 目前，投资 19 亿
元的九女峰乡村旅游、投资 22 亿
元的新泰鲁商文旅莲花山景区、
投资 50 亿元的肥城泰山桃花源健
康颐养等项目，正在顺利推进。”
崔洪刚说。

据介绍，泰安制定了“1+5+1”
规划，即一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五 个 振 兴 ”方 案 和 一 个 保 障 方
案，提出了“11355”工作目标，即
培育 10 个优势产业、10 个乡村振
兴 示 范 镇 、300 个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村、50 强农业龙头企业、50 强新型
经营主体。
泰安地区山好水也好，
“不
少城里企业瞄上了泰安的乡村
旅游、生态农业，像肥城桃、泰山
板栗、泰山茶、泰山中草药等，我
们借势而为，积极组织工商资本
下乡投资。特别是发展现代农
业要走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
优 质 化 的 路 子 ，没 有 资 本 的 投
入 ，靠 农 业 、农 村 自 身 的 积 累 投
入，很难做大做强。”崔洪刚如是
说。

2018 年 9 月，泰安市专门召开
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现场会，要
求乡村振兴要走出去，加大农业、
农村“双招双引”力度，并研究制
定针对乡村振兴的“双招双引”考
核办法，大力支持下乡的农业龙
头企业。近期，泰安还签约了北
京新农创公司与华通集团、山东
文旅集团、广东岭南集团等一批
有实力的企业，来当地投资发展
田园综合体、现代休闲农业示范
区等项目。
在崔洪刚看来，乡村振兴涉
及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既要发
展好经济，也要美化好家园，绝不
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
的。
“ 我们必须用‘挑山工’精神，
一步一个台阶，负重前行，抓好落
实。
”

全国人大代表、六盘水市市长李刚：

振兴农村产业与调整农业结构互为因果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楚贵峰

李刚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组织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这五
大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3 月
11 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
水市市长李刚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在六盘水 1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山地占 97%，远远大
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山地王国。面对这样的条
件，
怎么样搞农业结构调整？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些地
方已经不适宜再搞农业了。但如
果我们不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还
是按照原来的做法祖祖辈辈种玉
米、种土豆，我们的农民群众可能
永远难以实现脱贫致富。
”

2018 年，六盘水市调减玉米
种植面积超过 140 万亩。与此相
反，
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则达到
397 万亩，目前已有 187 万亩产生
效益。在李刚的
“账本”
中，
有这么
一组数字：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土
地亩产达到 3169 元。农民种特色
经济作物，平均每亩收益 3619 元，
比种玉米每亩多挣 2480 元。
从整体数据看，在 2018 年六
盘水市脱贫的 10.8 万人中，产业
脱贫人数达 9.85 万人，占 91.2%；
农村人均收入达 9967 元，9.9%的
增速，已冲出全省平均线。下一
步工作怎么做，李刚的答案是：以
良田促良产。
“把山上的耕地集中起来打
造成良田，以良田促良产，以良种
促良品。”在李刚看来，
“以良酬引

良才”，建立现代、专业的农民队
伍，
才是稳住产业的根本。
方向对了，才能走得快、走得
好。李刚认为，实现了产业振兴，
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
在人才振兴方面，这些年六
盘水市发展红心猕猴桃、刺梨等
产业，不少企业家从本土发展起
来，也吸引不少企业家从外面涌
进来。在文化振兴方面，今年六
盘水准备把农村基层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覆盖 70%的村，用两年到
三年实现 100%全覆盖。在生态
振兴方面，调减玉米，种植刺梨等
对固土有很好作用的生态作物。
2018 年，贵州省提出将 500 亩
以上的坝区作为打造农业样板
田、科技田、效益田。而六盘水市

只有 49 块这样的地，如何发挥好
这 49 块 500 亩以上坝区的作用？
李刚说，
“今年六盘水农业农村经
济工作会给出的答案是，四个结
合、四个配套。
”
坝区发展首先要与区域发展
结合起来，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
的布局来考虑。同时，坝区还要
与园区结合起来，融入了产业园
区建设。
“坝区建设还要与农业产业
全链条发展结合起来。”李刚举例
说，六盘水水城现代农业园区之
所以能够拿到国家示范区，就是
因为它既有加工业，又有文旅结
合，这样土地的附加值将全面提
高。此外，坝区还要与发展现代
农业结合，将坝区建成现代农业
生态区。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赵应云：

服务“三农”
：农信社发展的命根子
本报记者 何芳 朱虹 秦云龙

赵应云

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
六下团组，多次提及“三农”事业，
体现了中央重农强农力度的不断
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乡村
振兴，
离不开金融的助力。全国人
大代表、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以下简称“湖南农信社”
）党委书
记赵应云在接受《中国企业报》专
访时表示：
“‘三农’经济是农村信
用社的根基和命根子。
”
近年来，围绕乡村振兴，国内
金融机构一直在积极行动。湖南
农信社作为一家地方金融机构，
在支持湖南涉农产业的发展中，
一直走在业内前列。
赵应云表示，
“ 三农”是农信

社的根基和命根子，坚持服务“三
农”、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社区，是湖南农信社的基
本定位。今年湖南农信社的存款
规模将突破 1 万亿元，贷款规模可
以突破 6 千亿元。
“以上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
们的‘三农’情怀。”赵应云强调：
“农信人要做经常下农村、真正懂
农业、真心爱农民的金融先行者，
切实担负起支农、支小、支微的社
会责任。
”
近年来，通过金融机构等各
方面的极大努力，湖南全省的脱
贫攻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与
此同时，目前农村的老百姓对金
融服务的期盼也越来越高，传统
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能满足

“三农”
的发展需要。
赵 应 云 指 出 ，为 了 满 足“ 三
农”发展新的金融需求，湖南农信
社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断优化
金融服务、创新信贷品种，畅通服
务渠道，着力解决农村、农业、农
民的融资难题。
为了帮助农村产业发展，带
动农民就业，湖南农信社率先推
出了“四跟四走”金融服务模式，
即“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
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
市场走”。
在“四跟四走”模式下，湖南
农信社继而又推出了小额信贷，
即贷款额度在 3 万至 5 万元之间，
在 3—5 年的时间内，免抵押、免担
保，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还实行贴

息。2018 年，湖南农信社的小额
信贷投入超过 180 亿元，扶植了将
近 40 万贫困户。除此之外，去年
以来，湖南农信社还为小微企业
提供了高达 3000 亿元的贷款。
“对于农信社来说，支持实体
经济还是围绕一个’农’字。在这
个领域，
湖南农信社是全省地方金
融机构的排头兵，
也是普惠金融的
先行者。
”
赵应云介绍，
湖南地区的
农村小微企业呈现点多面广的特
点，主要集中在食品、农产品加工
以及种植、养殖领域，它们的融资
需求强烈又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除此以外，
它们的需求也呈现出多
样化态势，要想满足这样的需求，
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
服务手段和
服务方式都需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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