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的胸膛里，‘双奥之城’怦然心动！
不久前，举世瞩目下，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 高水准的精彩盛会向世人展现

了中国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底气，也彰显出首都北京一流的工作水平。
建首善自京师始。 首都工作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历来具有指向性、代表性，方方面面都

要争创一流，乡村振兴亦不例外。 北京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北京要走在全国前列，率先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北京市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京郊农
村，最突出的短板依然是首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知重负重，砥砺前行。 过去一年，北京深入谋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思路举措，突出抓党建、强落实、转作风，锚定‘开好局、起好步、大干 2021’的 86 项重点任
务目标，办成了一批大事、办好了一批实事、办妥了一批难事，首都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春日时节，农田透新绿。 记者走进京郊大地“望、闻、问”，在喜人的春色中感受着北京乡村振兴的澎湃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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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奥之城”农事兴
———京郊大地乡村振兴开新局

服务大事

———胸怀“国之大者”，抓要
害、压责任、夯基础，农业生产实
现逆势上涨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举办冬
奥会、冬残奥会，召开全国两会，
迎接党的二十大……作为首都，
北京大事不断、喜事连连。办成这
些大事不容丝毫有失， 北京担负
着重大而艰巨的保障服务任务。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关乎
‘国之大者’，是必须全力以赴履
行好的职责。 每次重大活动服务
保障，对我们来说都是光荣政治
任务，也是对工作水平的直接检
验。 ”去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参加政
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上如是说。

在众多服务保障工作中，农
产品质量安全是基础，也是关键。
过去一年， 北京共完成 5 次重大
会议和活动的保障任务， 持续实
现了质量安全 100％合格的目标，
累计供应农产品 21万多公斤。北
京农产品应急保供能力在一次次
重大考验之下不断提升。

事实证明， 尽管北京具有
“大城市小农业”的典型特点，但
“小农业”不容小视，关键时刻能
供得上、供得好，为首都发展作
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小农业”能办大事情的背
后，是北京切实抓好粮食安全这
个“国之大者”，持续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着力夯实全市农业
生产基础。 过去一年，北京紧紧
扭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强化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党政同
责，层层压实责任，推动涉农区
和乡镇更加重视农业。

守牢首都耕地保护红线。 在
全国率先建立市、区、乡镇、村四
级“田长制”， 并在全市全面推
行。同时，积极探索农业农村部门
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共同保护管
理农田的制度创新。 全市以总田
长令的形式有力推动重点任务，
全年落实复耕复垦地块 35 万亩，
完成撂荒地恢复种植 16万亩。开
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回头看” 和百日专项整治行
动，加快补齐耕地数量缺口，严格
执行“农地姓农务农”。

持续提升京郊农田质量。 全
市新建高标准农田 4.3 万亩，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 在顺义区，新
建的 2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配套

节水灌溉设施，灌溉水利用率提
高 30％-40％。高标准农田建设不
仅让京郊农田变良田，而且助力
北京农业节本增效。

引领全国种业振兴。 第二十
九届北京种子大会升格为中国
北京种业大会，突显“种业之都”
影响力。 全年共有 243 个新品种
（新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位列
全国第一。 组织开展种质创制和
品种选育联合攻关，“沃德 188”
“沃德 158”两个肉鸡新品种实现
了我国白羽肉鸡核心种源新突
破。 完成《北京市种子条例》立法
任务， 为种业振兴提供法治保
障。 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任务，开展 4 类特
有种质资源保护。 完成全市设施
农业良种更换，推广 500 多个自
主知识产权新品种， 为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提供了种业保障。

不断强化首都农业科技支
撑。 与农业农村部合作共建中
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平谷区
获批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通州、顺义、大兴、房山等高
效设施农业试点片区建设全面
启动。 深入实施“千名科技人员
进千村入万户”活动，北京农业
科技大讲堂成功上线。

得益于一系列精准有力的
举措，北京粮菜生产得到有效保
障，全市农业生产连续两年实现
增长。 其中，2021 年粮食总产量
比上年增长 23.7％、 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任务，夏粮生产丰收受到
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蔬菜及食
用菌产量增长 20.1％； 年末生猪
存栏量 59.0 万头，比上年末增长
83.5％； 设施农业播种面积 46.8
万亩、实现产值 57.9 亿元，分别
增长 7.5％和 15.7％。 北京农业的
基本盘进一步夯实。

粮食生产要年年抓紧。 今年，
北京将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实现 166 万亩耕地保有量全部落
图落地， 全面组织实施种业振兴
实施方案。同时抓好稳产保供，确
保粮食产量不下降、质量有提升，
蔬菜自给率提升到 16％以上。

办成实事

———心系民之所盼 ， 整环
境、兴产业、促增收，描绘美丽乡
村新画卷

整洁的街容街貌，充满诗情
画意的荷花池塘，鲜艳夺目的分
类垃圾桶……走进海淀区上庄

镇罗家坟村，处处都是景。 像这
样的美丽乡村，在海淀区比比皆
是。 经过 3 年攻坚，海淀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现收官，并
取得优异成绩，今年 1 月，海淀
区被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评为“2021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
动先进县”。

荣誉更归功于北京驰而不
息的美丽乡村建设。 过去一年，
随着“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
的深入实施，有 950 余个乡村完
成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市
乡村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达
到 99.4％， 生活垃圾处理基本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平原地区村庄
和 75％的山区村庄实现生活取
暖“无煤化”。

村庄美起来的同时，京郊农
民也在通过多种途径迈向共同
富裕。 过去一年，北京市农业农
村局围绕“就业带动、产业联动、
资源撬动、帮扶拉动”，出台促进
农民增收 20 项扶持措施； 会同
市人力社保局出台了促进农村
劳动力就业参保若干措施，2021
年累计帮扶 3.79 万名农村劳动
力实现转移就业，吸纳 4 万名农
村劳动力在本村就业。

“真没想到，在外面打工十
几年，50 多岁了我还能回到村里
上班，工资不低还有五险一金。 ”
门头沟区炭厂村 46 岁的村民陈
永利，在村委就业保障委员的帮
助下成了一名护林员，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的愿望。 炭厂村原本是
个低收入村，通过几年的市区帮
扶，全村摘掉了穷帽子，吸引了
不少像陈永利这样在外打工的
村民回乡就业。

越来越多的致富故事正在
京郊上演。 为巩固好全市脱低成
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低
底线，北京自去年开始深入实施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专项帮扶
行动，制定“一村一策”产业帮扶
方案。 一年来，已有 283 个集体
经济薄弱村实现了“消薄摘帽”。

从薄弱村到普通村，产业振
兴大放异彩。 自北京休闲农业

“十百千万” 畅游行动深入实施
以来，先后打造了十余条休闲农
业精品线路、百余个美丽休闲乡
村、 千余个精品观光采摘园、近
万家民俗乡居。 2021 年，全市农
业观光园 1009 个， 实现总收入
18.4 亿元，增长 19.4％。 实际经营
的乡村旅游户 6793 户， 实现总
收入 14.1 亿元，增长 48.4％。

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 北京
市坚持培育本土人才与吸引返
乡人才相结合，2021 年全市培训
农村实用人才 2.2 万人次， 举办
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和“创业北
京”乡村振兴专项赛，表彰资助
28 个优秀乡村创业人才。同时打
通高素质农民申报农业专业技
术职称“绿色通道”，有 9 名农民
获得中、高级农业技术职称。 一
大批乡村人才在京郊创业富民，
各显身手， 成为乡村振兴中的

“领头雁”。
真招实措下，北京城乡收入

差距进一步缩小。 2021 年，北京
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 33303 元、同比增长 10.5％，增
速领跑城镇居民 2.7 个百分点，
城乡收入比降至 2.45∶1。 北京城
乡统筹发展的指标愈发健康。

改善民生无止境。 今年，北
京将完善结对帮扶机制， 消除
100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 促进京
郊农村共同富裕。 抓好乡村建
设，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计划， 实施第三批 800
余个村庄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一
批乡村全面振兴样板村。

解决难事

———发力改革创新 ， 健体
系、强党建、提能力，推进乡村治
理上台阶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以更大
力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2022年
1月，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在市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北京三农
工作的总要求，并强调要“充分认
识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
略意义，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着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跃上新台阶，并非一蹴而就，
关键还得靠改革创新。 过去一年
来，北京农业农村战线践行“创新
是第一动力”， 以改革抓机遇、促
发展，扫清了障碍、打通了难关，
向着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目标又挺进了一大步。

2021年 5月 31日，北京市乡
村振兴局挂牌成立， 市级农业农
村部门“1＋3”架构正式形成，随后
还指导各涉农区完成了相应改
革。与此同时，全市农业综合执法
体系逐步健全并有序运行， 委局
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也顺利完
成。体系进一步健全、职能进一步
明晰、资源进一步优化，为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夯实了组织基础。

今年春节期间，“门头沟小
院” 成为广受市民追捧的乡村民
宿游目的地， 节假日期间预订火
爆，可谓“一院难求”。 作为京郊民
宿的新起之秀，“门头沟小院”得
益于北京深化农村改革， 探索适
合大都市的农村土地管理模式。

在京郊，宅基地问题关系着
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021 年，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各区出
台宅基地及建房管理政策文件，
建立乡镇宅基地及建房联审联

办机制，深化大兴、昌平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 同时，鼓励和支
持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引领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
促进积极经济发展和农民群众
增收。 目前，10 个远郊区已盘活
利用 9000 多处，并涌现出“门头
沟小院”等一批成功案例。

事实证明，解决村里的“麻
烦事”，办好群众的“烦心事”，需
要一套运作有效的机制保障。 为
此，自 2021 年起，北京市深化“接
诉即办”，推行“每月一题”，通过
分管市领导统筹、部门牵头负主
责、相关单位协同配合，集中力
量推动问题解决。 借助这一机
制，解决了全市农业农村领域一
批历史遗留问题。

破解基层难题，还需从“根”
上发力。 一年来，北京市锚定“让
乡村有一个能战斗的党支部、能
干事的好班子”的目标，内外发
力，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练好内功。 2021 年，全市完
成 3764 个村党组织和 3574 个村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一肩挑”比
例达到 93.5％。 村“两委”干部平
均年龄下降、学历上升，实现了
“年龄降、学历升”的预期目标，
进一步夯实了北京乡村振兴的
组织基础。

借好外力。 434 名驻村第一
书记充分发挥帮扶作用，佳绩频
出， 给农村基层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变化。 2021 年底，从市、区、乡
（镇）三级选派了 671 名第六批第
一书记接续帮扶， 实现了全市集
体经济薄弱村、软弱涣散村、红色
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全覆盖。 开
启“进村入户走基层”三年行动，
180名年轻干部驻村帮扶，驻村平
均超过 60 天、办实事 960 多件。

强化能力。 深化党建引领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建设，在乡村治理中推
广应用“积分制”“清单制”，村级
组织“四议一审两公开”“三务公
开” 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村
级政务服务实施全方位标准化
管理。 2021 年，全市有 1 个乡镇
和 11 个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镇。

先行者， 攻坚克难不停歇。
今年，北京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 全面落实“村地区管”机
制。 同时，落实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实施意见并制定相关文件，实
施村级组织分类提升计划，深入
开展“每月一题”专项治理，切实
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大小难事。

冰雪消融春又来，号角催人
启新程。“我们将继续对标首善
标准，着力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始终坚持‘抓党建、促振
兴’，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
虎的干劲、 气吞万里如虎的精
神，在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
之路上，奋力跑出高质量、考出
好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
村局负责人信心坚定地说。

（据《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