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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俊岭

“家门口就业”含金量高
目前，中国生活在城镇的人口已达 9 亿多人。专家指
出，未来，全国基本实现城镇化后，仍将有 4 亿左右的人
口生活在农村。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需要在促
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方面下大气
力改革探索，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制度保障。”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如何实现“以城带乡”？在发展布局上，《任务》 强调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形成疏密有致、
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在发展重点上，
《任务》 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
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
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地方积极推动城市资源向县乡辐
射，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有的依托交通便利，发展特色旅游。云南省腾冲市清
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距腾冲市区 12 公里，是一
个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原生态佤族聚居村落。近年来，腾
冲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力度，投资数亿元建设的司
莫拉美丽公路、中寨过境道路、驼峰路等一大批连接城乡
的交通动脉建成通车。当地同时积极投资建设芭蕉关、大
寨田园风光、虞家营茶海、清水峡谷等文旅景点，引导村
民开办旅游专业合作社就业增收。
“来我们村特色景点‘打卡’的游人越来越多了。我加
入合作社后，不仅每月能在家门口上班拿固定工资，年底
还有分红！”司莫拉幸福佤乡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会成员
赵兴双开心地说。
有的发力园区经济，打造产业集群。早上 7 点半，山
东省聊城市郑家镇蔡庄村村民李保忠骑上电动车，去附近
的天信保持器有限公司上班。相比单纯务农，去工厂上班
让李保忠对未来日子更有底气，“一般下午 5 点半就能下
班，中午还可以在公司里吃饭、休息，每个月工资能有
4000 多元呢。”李保忠说。
郑家镇党委书记姜志建告诉本报记者，聊城市轴承产
业发达，有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完整和配套能力强的轴承产
业链。近年来，为更好提升城镇承载力，郑家镇积极推动
工业企业向园区集聚、居民向社区集聚、耕地向规模经营
集聚，帮助农民就近就业、就近消费，扎实推动乡村振
兴。“随着产业聚集效应越来越大，来我们镇里就业创业
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姜志建说。

公共服务扩大乡村覆盖面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更要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为此，《任
务》 提出了“积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
“推动城市优质医
疗资源向县域下沉”
“健全县乡村衔接的养老服务网络”等
多方面措施，这让不少农村居民备受鼓舞。
生活选择会更多。54 岁的傅子土曾长期在长三角地区
打工。近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他选择回到福建省泉州市
金涛镇的老家，准备过“慢生活”。
“外出打工是为了多赚点
钱。现在，外出打工机会依然不少，但这几年老家发展也

〇

本报记者 汪文正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
平差距，需要在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
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大力
改革探索，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
务》（以下简称《任务》），在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城镇
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推进城镇基础
设施向乡村延伸等方面作出明确部署。
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如何？农
村群众享受到了哪些城镇化便利？
“以
城带乡”的发力空间还有多大？

近 日 ，2022
年中央部门预
算 出 炉 ，财 政
部 、自 然 资 源
部等 102 个中央
部 门（单 位）晒
出“明白账”。各
部门的“账本”
有哪些新变化？
中央部门“带头
过紧日子”如何
体现在部门预
算中？
2022 年 中
央部门公开的
部门预算包括
部门收支总表、
部门收入总表、
部门支出总表、
财政拨款收支
总表、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表、
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表、政
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表、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
出表、财政拨款
预 算“ 三 公 ”经
费支出表等 9 张
报表，全面、真
实反映部门收
支总体情况和
财政拨款收支
情况。财政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
各部门在公开
上述预算报表
的同时，还对预
算收支增减变
化、机关运行经
费安排、
“ 三公”
经 费 、政 府 采
购、国有资产占
用、预算绩效管
理、提交全国人
大审议的项目
等情况予以说
明，并对专业性
较强的名词进
行解释。为使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各
部门预算除在本部门网站公开外，继续在财政部
门户网站设立的“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集中展示。
2022 年财政预算报告要求，中央部门带头过
紧日子，重点保障刚性支出、急需支出，从严控
制一般性支出，强化“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此次中央部门在公开预算
时，继续公开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支出等
情况。数据显示，102 个中央部门全部说明了贯彻
落实过紧日子、压减支出等情况。比如，中国银
保监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压减 500 万元，减幅达
33.3%。根据 2022 年财政预算报告，2022 年，扣除
中央国防武警支出、国债发行付息支出、储备支
出后，中央部门支出下降 2.1%。在连续多年严控
中央部门支出基础上，继续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
目支出，同时，全力保障部门履职需要，教育、
科技不纳入压减范围。
在“三公”经费方面，2022 年安排中央本级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53 亿元，比 2021 年同
口径减少 0.59 亿元，下降 1.1%。其中，因公出国
（境） 费 6.64 亿元，减少 0.11 亿元；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43.61 亿元 （包括购置费 8.26 亿元、运行
费 35.35 亿元），减少 0.4 亿元；公务接待费 2.75 亿
元，减少 0.08 亿元。
今年，中央部门在公开预算时，继续对提交全
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况进行说明。公开的项目内
容包含项目概述、立项依据、实施主体、实施方案、
实施周期、年度预算安排、绩效目标等。
“ 推进项目
支出预算公开，有利于督促各部门改进预算编
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
有关负责人说。
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
公开数量大幅增加。今年组织中央部门公开预算
时，大幅增加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开数
量。对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项目的中央部门，还
需同步公开提交审议项目的文本。在 102 个中央部
门中，有 82 个部门公开了 131 个项目的项目文
本，比上年增加 27 个项目；有 100 个部门公开了
727 个项目的绩效目标，比上年增加 599 个项目。

▲近年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
平县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努
力打造花海旅游城市新名片。图为 3
月 26 日，西平县百万株海棠花迎春
盛开，吸引市民拍照留念。
赵永涛摄 （人民视觉）

▶3 月 24 日，甘肃省张掖市山
丹县“扶贫车间”内，工作人员正
在赶制近万套工作服。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不错，我就不想再出去了！”傅子土说，别看老家属于村
镇，现在什么好东西都能买到，一点不比南京、杭州等大
城市差。特别是医疗条件比以往好了很多，这也是自己决
定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
生活品质会更高。家住河北保定的陈美华发现，原本
富集于城市的 5G 网络、交通道路、教育等资源向广大乡
村地区延伸，正在快速提升着乡村生活的质量。“你看，
不少人在新建的广场跳舞健身，村里的图书馆藏书越来越
丰富，连茶余饭后人们聊天的内容也更加新潮、贴近社会
热点了。”她说，国家积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
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无疑会让乡村生活
品质进一步接近城市，对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根据 《任务》 要求，未来县城在公共服务设施、环
境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商业体系建
设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这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在县城安
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县城经济发展。”贝壳研究院市场
分析师刘丽杰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有利于刺激乡村人口消
费，释放 4 亿左右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随着农村老龄化
程度加深，留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收入、养老金、医疗
卫生服务等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任务》 中提到
发展乡村互助式养老服务，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养老面临
的各种难题。”她说。

提升乡村自身“造血功能”
以城带乡，产业发展是关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2 日，在县级及以下行政单位 （乡、镇、村） 的在册
企业数量，江苏省最多，共 881.53 万家，广东 （703.88 万
家）、山东 （669.11 万家）、浙江 （520.88 万家）、河南
（517.82 万家） 等省份紧随其后。从增量看，近 3 年此类企
业注册量，海南、江西、江苏、福建、重庆等地增速较
快；从行业分布看，2021 年此类新增企业主要分布在零售

业、批发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畜牧业。
产业发展起来，乡村经济才有活力。专家表示，《任
务》 提出的“建设联结城乡的冷链物流、电商平台、农贸
市场网络，建设重要农产品仓储设施和城乡冷链物流设
施”等举措，聚焦的正是提升乡村经济“造血功能”这一关
键点。
在陕西武功，标准化程度不高、生产管理技术参差
不齐、冷链运输无法匹配等问题一度阻碍当地猕猴桃产
业健康发展。京东集团副总裁冯全普表示，去年 9 月，
京东与武功县联合打造了集果品采购、冷藏、加工、分
选、包装、物流配送于一体的智能供应链中心。该中心
配备了国际最先进的自动分选设备，不仅具备每小时 10
吨的分选能力，还支持对猕猴桃重量、大小、糖度、外
观瑕疵在内的多种质量指标监测。“县里的猕猴桃产业发
展得更好了，有力提高了当地农民的市场议价能力。”冯
全普说。
在山西阳曲，农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弱曾是制约当地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短板。如今，城市数字化、网络化基础
设施加速向乡村渗透，阳曲县与大城市的“数字鸿沟”正在
迅速缩小。据联想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阳曲县 10
个有机旱作农业封闭示范片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数字
化短板，企业通过基于“端—边—云—网—智”的新 IT 架
构和服务能力，提供了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程度不断
提升，农村将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就要
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实现要素在大都市、小城市、县城、
乡镇、农村之间更合理流动以及产业链的更合理布局，通
过发展县域产业、支持乡村经济，实现以城带乡、城乡融
合，同时避免农村人口空心化。他认为，接下来，落实好
《任务》 要求，更好释放“以城带乡”的潜力，还需要在
交通、物流、网络通信等方面进一步下功夫，引导原本聚
集在大城市的产业链更多向县乡村延伸、下沉。

二二年中央部门预算出炉——

“以城带乡”还将在何处发力？

二

中国基本实现城镇化后，仍会有 4 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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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下降，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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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善加快推进农业集聚片区建设

“浙北粮仓”，水稻产业旺起来
本报记者 顾 春
古镇西塘白墙黛瓦的江南民
农业发展规律，农业生产各环节已
居，门前绿树成荫；宽阔整洁的马
基本实现机械化，延伸水稻全产业
路两旁，大云镇稻田与花海向远方延
链，把‘范东大米’
‘ 醉范东米酒’直
展……春日的浙江嘉善，美景如画。
接送到超市货架上。”干窑镇范东村
在嘉善干窑镇范东村，村民们
党总支书记梅其伟说。
长期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
近年来，嘉善深入贯彻“藏粮于
这几年，村里通过组建合作社、打
地、藏粮于技”方针，聚焦现代化、
造“范东大米”品牌，把水稻产业做
优质化，打造稻米全产业链模式，引
成全产业链，不仅村民的收入稳定
领水稻产业高质高效绿色发展。2021
了，村集体经常性收入也从 2010 年
年，粮食播种面积 32.31 万亩，总产量
的 97 万 元 增 长 至 2021 的 500 余 万
14.42 万吨，总产实现六连增，荣膺
元。今年，范东村还联合周边几个 “2021 年度浙江省产粮大县”。数据显
村，共同搞起了草莓、蓝莓等特色
示，2021 年，嘉善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农业。
支配收入 44324 元，同比增长 8.8%，
“我们紧盯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和
全年村均经常性收入达到 435 万元，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 1.59:1。
在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大背景下，嘉善深入推进省级粮
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加快建设西
塘稻米全产业链项目，推进浙粮“数
字”粮仓建设，加快形成 5 个 10000 亩
以上和 10 个 5000 至 10000 亩的农田
集聚片区，打造“浙北粮仓”核心区。
“我们将积极发展生态高效农
业、数字农业、科技农业和全链农
业，建设一批高品质农业公园，构
建‘农业+’多业态融合的产业体系，
多渠道促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持
续增收。”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吴舒羽说。

花海
踏青

3 月 27 日，江
苏省启东市圆陀
角海边的郁金香
花海五彩斑斓，吸
引游客赏花踏青。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