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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江西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赵小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共同
探讨江西乡村振兴实现路径，2018 江
西智库峰会“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论坛”
于 10 月 16 日在南昌前湖迎宾馆举行。
论坛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新型智库
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办，江西省委农工
部、江西农业大学承办，北京大学中国
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共同协
办。论坛以“江西乡村振兴战略”为主
题，邀请国内多位知名“三农”专家、学
者为江西乡村振兴把脉献策。中共第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科院院士、浙
江大学校长吴朝晖，省委副秘书长、省
委农工部部长毛祖逊及省内外的智库
专家、政府、企业、高校代表 200余人出
席了此次论坛。中科院院士、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黄路生教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黄季焜教
授，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
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罗必良，教育部农林经济与管理类教
指委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院院长黄祖辉教授等 5 位国内“三农”
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结合江西实际，
围绕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题，从
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制
度创新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作主
旨演讲，为推进江西乡村振兴战略开智
聚力。

（一）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

是根本，要抓住人才这个第
一资源、第一要素。乡村人
才振兴，需以人才建设为主
线，以实用新型为目标，以队
伍建设为抓手，以创新创业
为手段，全面加强乡村人才
建设

黄路生（中科院院士、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是
根本。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密
钥，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第一要
素。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工业化、城
镇化的历史进程，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
市，出去的农民不愿再在农村“留下
来”，甚至不愿“再回来”，一定程度上导
致“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
龄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
人才瓶颈制约。培养好“三农”工作队
伍，促进乡村人才振兴，一是要抓好农
业科技人才、农村产业人才、乡村治理
人才和农村公共服务人才建设；二是要
坚持创新培养，积极提升农村人才的发
展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引领力；三是要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
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
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
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当前，应更大
力度、更多层次、更大范围上推进我省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建设，构建专
科、本科和专业硕士培养体系，拓展“一
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毕业生成长通道，
完善科学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考
核评价体系。江西农业大学始终把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作为根本使命，力争为江西乡村振兴培
养锻炼更多农业专门人才、乡村治理人
才和新型职业农民，为我省农业农村现
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
生态振兴，就是要打造

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建设
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让农
村更像农村。江西要充分发
挥生态振兴的支撑作用，将
生态优势转化成综合优势和
发展新势能

魏后凯（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主线
是乡村全面振兴，在乡村全面振兴中，
生态宜居是关键，生态振兴是重要支
撑。乡村生态振兴，就是要实现农业农
村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现代化，打造山
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建设生态宜居的人
居环境，让农村更像农村。当前，促进
乡村生态振兴需抓好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两个关键

任务。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
优势、最大品牌。江西要充分发挥生态
振兴的支撑作用，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综
合优势和发展新势能。为此，一是要充
分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构建具有特色
的生态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二是全面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生态
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
本价值化；三是建立完善市场化多元化
的生态补偿机制。

（三）
产业兴旺，要以现代发

展理念来引领，要以市场导
向来推进。加快产业振兴，
江西需推进“三大”制度改
革、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做大
做强“绿水青山”经济和加快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黄祖辉（教育部农林经济与管理类
教指委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
究院院长、教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的基础，推进产业振兴，要坚持“两山”
发展理念、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三化”
协同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导向推进产
业兴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三个激活”的改革，建立政府、市
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治
理结构，实现“优、绿、新”的有效供给；
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的关系，充
分发挥市场作用；注重农业政策对普通

农民的惠及和引导，要探索小农与现代
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加快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推进江西产业振兴，一是要以“两
山”发展理念引领，既要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将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优势；既要立足“绿水青山”，又要跳出

“绿水青山”；既要生态经济化、又要经
济生态化；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可持
续、可分享和致富广大百姓的“金山银
山”；二是要坚定推进农村集体与资源
产权制度、政府职能转换制度和要素市
场化配置制度“三大”制度改革；三是要
科学制定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功能多
样、特色鲜明的2018-2022江西乡村产
业兴旺发展规划；四是要充分发挥江西
资源生态优势和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
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加快老区经
济社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和科学跨
越；此外，还需着力加快江西乡村公共
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以网络化、
平台化、开放化、便捷化的公共体系，引
导乡村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形成类
型多样、特色鲜明、优势凸显、功能齐
全、空间合理、产业与人口耦合的乡村
集群。

（四）
制度创新促进乡村振

兴。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关
键，在于培育包括农业生产
性外包服务主体在内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建设绿
色生态农业强省，需实现土
地规模经营向服务规模经营
转变，强化政策性导向和组
织化导向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
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制度创新对乡村产
业振兴，实现农业转型发展尤为重
要。在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下，
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
农业经营规模都与实现农业绿色崛
起、构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与市场
优势有差距。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
农业经营制度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
次是由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制变革，
第二次是小农经营到谋求规模经济的
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制度重构，释放
体制性效率，是单项变革，给农民还权
赋权；第二次是探索试错，谋求配置型
效率，是要素配置，让市场发挥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制度创新，走向分工经
济，培育包括农业生产性外包服务主体
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
模经营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强化政策
性导向和组织化导向，增强制度供给。

江西是首个“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
示范基地试点省”，要力争成为全国知
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当前，
江西农地流转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

“人动”并不必然推进“地动”，需要从资
源禀赋出发，推动从土地规模经营向服
务规模经营转变，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
业生产性服务行业，构建与农业生产性
服务外包相匹配的财政、税收、土地、信
贷、保险等支持政策；做好组织化导向
工作，鼓励农户专业化、区域连片专业
化；构建多环节、区域性农业生产性服
务交易平台；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造就农业企业家群体。

（五）
不同国家乡村发展各有

特色，但呈现一些共性和规
律。中国的乡村振兴，既要
走中国特色道路，为世界提
供中国方案，也要借鉴国际
农村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助
力自身乡村振兴

黄季焜（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不同国家
乡村发展各有特色，呈现出一些共性和
规律：如在发展路径上，结构转型与农
村转型相辅相成、劳动生产率在不同部
门间趋同；在城乡人口布局上，农业就
业和农村人口占比双下降；在发展主体
上，以农民为发展主体，社区提供规划，
政府提供制度安排、公共物品和激励政
策；在发展模式上，出现“从上而下”和

“从下而上”两种模式。
推动江西乡村振兴，需要借鉴好国

际农村发展经验。一是在发展路径上：
需遵循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相辅相成
的作用。2017 年江西农业 GDP 占比
9.4%，大于全国7.9%的平均水平。据测
算，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基本现代
化，江西农业 GDP 占比需下降到全国
平均的5%左右，为此，需加速以提高生
产力为驱动力的农村转型从而促进结
构转型，加快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
行业间趋同速度。二是在城乡人口布
局上：需遵循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和农村
人口占比关系的变动趋势。2017 年江
西就业人口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分别
为 29%、45.5%，而全国平均分别为 27%
和42%，江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
测算，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基本现
代化，到 2035 年需要分别降到全国的
10%和 25%平均水平。为此，须加速城
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和
农村城镇化来拉动农村发展，合理规划
全省各地的中长期城乡人口空间布
局。三是在发展主体上：需更加明确农
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充分发挥社区、
政府和市场各自职能和作用。四是在
发展模式上：需坚持“从上到下”和“从
下至上”相结合的总体规划模式，强化
农民和社区共同参与来实施规划项目，
坚持效果导向、引入第三方评估来强化
项目评估。

主持人（江西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赵小敏）：首届江西智库峰会“乡村振
兴”专题论坛，特别是 5 位主旨嘉宾的
演讲，为我们理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作
了生动的阐释，他们既对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
方位解读，又结合实际对我省具体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独到见解和有益
建议，他们的精彩演讲必将助力我省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实现江西
农业农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廖彩荣 整理）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江西智库峰会“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论坛”侧记

王诗慧王诗慧 摄摄

本报玉山讯 （记者祝芸生、张衍）
江郎山下话和谐，须江河畔谱华章。10
月 12日晚 7时，浙江省江山市体育馆内
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我省玉山县的赣
剧歌舞《花满园》，浙江省常山县的《慢
城蝶飞舞》与江山市的歌舞《开门见山》
等节目竞相上演，全场叫好声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这是记者于第三十三届

“三山”艺术节上看到的一幕。
玉山县和江山市、常山县山水相

连、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近，这种特殊
的地缘关系使三地间产生了频繁、密切
的交流，也诞生了“三山”艺术节这一独
特的边界文化盛事。

“‘三山’艺术节的前身是‘三山’之

夏音乐节，发轫于改革开放春风劲吹的
1986 年。”今年 75 岁的玉山县文化馆原
馆长叶翠烟是“三山”艺术节的发起人
之一，他见证了艺术节的发展历程，“玉
山县倡议并举办了首届‘三山’艺术节，
自此，玉山、江山、常山三地间展开了文
化走亲之旅，每年一届，三地轮流承
办。”

“以前，‘三山’艺术节只是一台晚
会；如今已是一个响当当的群众文化品
牌。”在叶翠烟看来，能坚持33年不间断
举办这样群众性的文化盛宴，在全国非
常罕见。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组委
会授予“三山”艺术节全国文化馆（站）
优秀群众工作品牌荣誉称号。

“‘三山’艺术节能持续风靡 33 年，
这与三地党委、政府通力合作，强化机
制保障分不开。”江山市文广新局局长
毛有祥告诉记者，33 年来，两省三地始
终把“三山”艺术节当成年度盛会来操
办，财政拨出专款，让大家有心有力拿
出一年更胜一年的热情来筹划艺术节。

据了解，三地选送的节目要求原创
率达到60%以上，内容积极健康、形式新
鲜活泼、时代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
郁。《三清山颂》《南腔北调夸胡柚》《妈
妈的那碗大陈面》……这些从“三山”艺
术节走出来的网红节目，不仅取得了众
多奖项，也为三地人民加深友谊发挥了
穿针引线的作用。

此外，各主办地充分借助艺术节的
舞台，演绎、唱响当地特色发展主旋
律。玉山、江山、常山分别把艺术节与
三清山旅游文化节、胡柚节、毛氏文化
旅游节等一起举办。文化在产业发展
中挖掘出内涵，在乡风乡俗中发现了灵
感，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使得“三山”艺
术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历久弥新，生
机盎然。

“如今的‘三山’艺术节不仅是艺术
的盛会，更是‘三山’经济发展合作的平
台，浙赣两省的合作已由边际县域合作
上升为省际合作，两省正积极打造高品
质边际生态产业示范区。”玉山县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杨静）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近日，赣
州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一起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两名公安民警
被严肃查处。

经查，2013年以来，宁都县以胡静
雨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采取暴力、威胁
等手段，多次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
开设赌场、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故意杀
人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严重的社会危
害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社
会生活秩序。2013 年 12 月，宁都县公
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涉黑犯罪首
要分子胡静雨立案侦查。时任县公安
局党委委员、副政委、梅江派出所所长
张伍生，梅江派出所解放路警务区指导
员兼办案组组长胡炜接受请托且收受
钱款，违法为胡静雨办理取保候审，致
使其长期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犯罪行为
未得到及时追究，造成严重后果。另查

明，胡炜明知犯罪嫌疑人李
博文（胡静雨黑社会性质组
织骨干成员）是网上追逃人
员，仍与其见面，且既不报
告、也不对其采取抓捕措施，
致使李博文长期脱离司法机

关侦控，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在执法
过程中，张伍生、胡炜还利用职务便利，
违规干预执法活动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嫌疑人减轻、逃避
处罚，分别非法收受人民币 25.1 万元、
4.5万元。2018年7月、9月，胡炜、张伍
生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两人涉嫌职
务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涉黑涉恶势力与其“保护伞”是共
生关系，扫黑必须除“伞”。通报明确指
出，张伍生、胡炜身为人民警察，徇私枉
法、执法违法，庇护、纵容黑恶势力，为
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助长黑恶势力
蔓延坐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严重侵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
信任。通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汲取
教训，引以为戒，严守党纪国法底线，自
觉与黑恶势力作坚决斗争。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主动出击、重心下沉，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不力、有黑不
打、有恶不除、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以及对“保护伞”惩治不力
的，严肃问责追责。

本报乐安讯 （记者赵巧 通
讯员曾文才、丁祖志）日前，乐安
县实名通报了一起水电站未批
先建案件，该县谷岗乡、县水利
局等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
12名干部因履职不力，分别被问
责和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作为全省第二批生态文明
示范县，乐安县切实加强对环保
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
生态环保领域慢作为、不作为、
乱作为等典型问题，呵护绿水青

山。为此，该县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发力，对群众反映的生态环保
问题，纪委监委及时介入调查核
实，深挖彻查。对查实的在生态
环保领域不作为、乱作为的工作
人员和失职渎职的党员干部，该
县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截
至目前，该县共查处生态环保领
域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问
题 4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 人，
诫勉谈话等 12 人，共问责 1 个党
组织和20名相关责任人。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吴强）近年
来，新余高新区通过成立新材料产业
园，抓产业集群、重大项目以及平台建
设，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逐步形成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格局。

该区以信诚集团、华腾地毯等企业
为龙头，重点跟进力隆氨纶项目，推进
纺织化纤产业的聚集和技术提升，进一
步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发展，强化创新驱
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大
战略性产业、新材料产业的招商力度，
先后引进江西海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砷项目、中钢研与新晶光电人造蓝
宝石和碳化硅项目等，不断推进产业集
群发展，逐步形成产业洼地。该区坚定
实施扶优扶强战略、项目发展战略、招
大引强战略，不断加快公共平台建设，
完善产业配套，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目
前，该区有新材料相关企业50家，其中
规上企业 18 家，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
蓝宝石和碳化硅衬底材料、新能源材
料、电子与微电子材料、香精香料、纺织
新材料、化工原材料、特种新材料等在
内的新材料产业布局。

三十三载一台戏 两省“三山”情更浓

赣浙文化走亲走出文化新魅力
赣州通报一起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两民警被严肃查处

新余高新区培育新材料产业

10月22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纪委以基层纪律讲堂为载体，在湖滨社区开展
“以案明纪”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10月
22 日记者获悉，自 10 月下旬起，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中药饮片
质量集中整治工作，凡是检验不
合格的中药饮片，对其产品来源
一查到底。

据悉，此次集中整治包括严
厉查处中药饮片生产环节、流通
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中
药饮片抽检力度，加快完善符合

中 药 饮 片 特 点 的 技 术 管 理 体
系。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
现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中不符合
GMP、GSP 要求的，采取责令整
改、收回或撤销质量管理规范认
证证书等处理措施，对存在严重
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责令企业
停止生产经营并立案查处，直至
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
经营许可证》，涉嫌犯罪的，一律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乐安强化生态环境领域执纪问责

我省集中整治中药饮片市场

警示教育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