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5 月 20 日，2022 年粤桂就业结对帮扶·助推侗乡乡村振兴“粤
菜师傅 ”培训班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举行 ，向易地搬
迁群众进行为期 15 天的中式烹饪技能培训 ，让群众 “一技在手 ，就
业无忧”（图片来源：《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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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印发 2022年高质量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 � 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日
前，《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 2022 年高质量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下称
《意见》）正式印发。

《意见》由总体要求、实施农
业“双强”行动、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实施农民共富行动、强化工
作保障等五个部分组成， 共 26
条。 总体要求中明确了今年浙江

“三农”工作的主要指标：全省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2%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以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
入差距持续缩小，确保完成国家
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任务。

立足浙江省“三农”发展阶
段性特征，《意见》 围绕农业、农
村、农民三条主线，提出了农业

“双强”、乡村建设、农民共富三
条主跑道。 把农业“双强”作为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意
见》聚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和生产效率，今年浙江省将加大
农业科技攻关力度，提高农机装
备研发应用水平，以科技创新牵
引农业产业迈向高质量。

产业振兴的前提是不折不扣
完成底线任务。 为落实好中央要
求，《意见》前三条聚焦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 重要农产品保供等硬
措施， 今年将确保浙江省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 产量稳定在 123 亿
斤以上， 同时严格落实耕地保护
党政同责，全面推行田长制。

聚焦城乡融合共富共美，今
年浙江将进一步健全乡村规划
建设体系，通过美丽城镇与美丽
乡村、县域风貌样板区和美丽乡

村示范县联创联建， 完善城乡
一体规划建设，描绘现代版“富
春山居图”。 大力推进未来乡村
建设， 一方面探索未来社区与
未来乡村的联创联建， 另一方
面积极推进未来乡村组团连片
成带。

聚焦加快推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意见》提出深化以农村
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集
成改革，以集体经济的“水涨”带
动农民收入的“船高”。 同时，浙
江将持续深入推进“两进两回”，
以乡村人才振兴引领新产业、新
业态扎根农村。

为推动各项举措政策落地
见效，《意见》首次列出了组建全
域党建联盟、实施农业标准地改
革、建设未来乡村、建设浙江乡
村大脑 2.0 等 14 项年度“三农”

重大突破性抓手清单。 此外，《意
见》突出强调要加大土地、金融
服务等领域的要素保障力度，扩
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以项目增
强农业农村发展后劲。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浙
江要守住农业基本盘， 以数字
化改革为引领， 在共同富裕大

场景下持续推进‘三农’工作。 ”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浙江将坚持以基层创新示范
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打造有
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为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夯实基础。

（据《浙江日报》）

5 月 18 日， 记者走进山西
长治壶关县龙泉镇石堡寨村农
业产业园区的建设现场， 一排
排崭新的大棚架排列整齐，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潞
安化工集团驻石堡寨村第一书
记王焱说：“农业产业园区 3 月
7 日开工，目前棚架搭建、篷布
覆盖、 通水通电等工作已全部
完成， 农户已购买秧苗开始定
植蔬菜了。 ”石堡寨村是今年山
西省 100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
一，两天完成土地流转事项，三
天 153 个大棚都收到了承包意
向定金， 群众投身农业致富的
心气无比高涨。

石堡寨村是山西省开展乡
村振兴示范创建的缩影。 今年
以来， 山西省结合实际以示范
创建为抓手， 着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加快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重点创建四个乡村振
兴示范县、2 个乡村振兴示范区
（乡镇）、100 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43 个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
15 个数字乡村建设示范村、100
个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注重规划设计。 先规划后
建设， 示范创建项目通盘考虑
城镇村庄规模结构和功能布
局，在优先完成“多规合一”实
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基础上，统
筹协调一体化推进。 县级是示
范创建的实施主体， 统筹组织
本区域示范创建村（项目）的规
划设计等相关工作， 明确创建
内容、建设地址、建设工期、投
资规模、资金来源、落实情况及
管护方式、包点领导等内容。

落实配套资金。 乡村振兴
示范村省级支持衔接补助资金
500 万元；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
省级支持衔接补助资金 400 万

元； 数字乡村建设示范村省级
支持衔接补助资金 300 万元，
先行示范县、整体推进县、重点
帮扶县按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在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方
面，重点帮扶县补助 300 万元，
整体推进县和先行示范县补助
200 万元，主要用于特色产业项
目奖补和贷款贴息。

组建工作专班。 省、市、县
乡村振兴部门抽调专人， 组建
工作专班，建立工作台账，对照
项目建设清单，实施双周调度、
月通报、 月排队的强力推进机
制，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及时纠偏正向， 稳步推进示
范创建。 同时，适时组织召开现
场协调会、观摩会、推进会等，
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堵
点， 总结交流典型做法和工作
经验， 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
创建氛围。

聚焦重点发力。 在示范创
建工程中，各市以县、乡、村、基
地作为单元，以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作为重点，因地
制宜， 积极谋划实施一批产业
项目， 促进乡村发展、 农民增
收；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为重点， 新上一批乡
村建设项目，着力提升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 坚持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打造
一批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
样板村。

督导机制跟进。 把示范创
建纳入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督
导组重点督办事项， 不定期组
织行业专家深入乡村振兴示范
创建实地跟进指导， 分期分批
组织人员赴省外学习掌握先进
示范创建模式。 对示范创建组
织不力、进度迟缓的，实施约谈
督办。 对于项目建设存在安全
和质量问题的， 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据介绍， 山西省乡村振兴
示范创建将坚持规划先行、因
地制宜、农民主体、依法合规、
稳中求进、 各具特色六条原
则，狠抓整体性谋划、实体性
规划、季节性绿化、产业化引
领、项目化推进、机制化管护六
项工作，确保方向不偏、节奏不
乱、靶心不散。

（据《山西日报》）

近日，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印
发《关于做好乡村建设公益性岗
位开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的通知》，要求各地加
大开发管理力度，在行政村、易地
搬迁集中安置区创新开发一批乡
村建设公益性岗位， 促进低收入
脱贫家庭、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
庭就业增收， 努力提升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通知》要求，各地乡村振兴
部门可根据乡村建设行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治理等
工作需要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脱贫人口的就业需求，使用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广
东帮扶广西财政协作资金、光伏
收益资金等，因地制宜开发乡村
建设公益性岗位。 安置对象为
16—60 周岁且具备适应岗位能
力需要、有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以及脱贫家庭中的半
劳力、弱劳力和无法外出、无业
可就的脱贫人口。 有条件的年龄
可放宽至 65 周岁， 同等条件下

优先安置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由县

人民政府统筹组织、乡（镇）人民
政府具体开发。 县乡村振兴局将
合理确定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
开发类别、 数量和岗位补贴标
准，纳入当年全县乡村公益性岗
位开发计划，按程序下达乡（镇）
和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在辖区范
围发布招聘公告， 采取个人申
请、民主评议、审核公示、乡（镇）
人民政府审批、县乡村振兴部门
备案、签订劳务协议的程序聘用
上岗人员。 各县根据岗位职责、
工作内容、工作时间、难易程度
等分类合理确定岗位补贴标准，
每月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不低
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最高可达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 1.2 倍。

通知即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执行期间，
国家、 自治区出台相关新政策
的，遵照新政策执行。

（据《广西日报》）

高质量推进浙江乡村振兴（图片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山西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创建 广西将新增一批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
“家门口”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城区东山林业扶贫工程（图片来源：临县林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