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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镇产业发展及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重城市建设，轻乡村建设，城市里高楼林立，

乡村里却没有建立科学的土地利用体系。乡村规划建设中缺乏科

学规划而且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的配置落后、建筑材料种类少、

技术缺乏科学性、规划缺乏规则性等问题依旧存在。这就要求我

们不断强化深入实施村庄规划的理念，深化村庄规划的内容和方

法，加快村镇产业建设。

加快乡镇建设是推进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建

设和农民二次创业的基本手段，也是加快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

展的必然要求。加快城镇产业建设，能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问题，刺激村镇经济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2  村镇产业规划

2.1  村划原则

2.1.1  在生产有利，生活便利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和协调各项建

设的发展，留有发展空间。

2.1.2  充分挖掘原有村镇土地的潜力，不占用或占用较少的土地，

林地和牧场。

2.1.3  妥善解决对可能的、长期和近期关系的需求，并确定适当

的建筑标准和分阶段实施计划。

2.1.4  充分利用原有设施，逐步改建、完善。

2.1.5  保持山地、水、森林、田野、道路、电力等均衡发展，将

城市建设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服务中心，

充分发挥集镇的基地作用。

2.2  基本原则

2.2.1  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

2.2.2  坚持尊重民意、发挥村民作用的原则。

2.2.3  坚持稳步推进、务求实效的原则。

3  建设重点

3.1  强化市场营销

大力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引导乡（镇）和村干部集中力

量寻找营销和营销，销售和生产销售 ; 充实发展营销组织和营销

团队，培养营销专业人员、大型销售和营销代理人以及营销经纪人 ;

引进知名营销公司加工和包装农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 建立

一批农畜副产品专业市场，如畜禽、水产品、水果、粮油等，开

辟一批农产品出口窗口。

3.2  抓好科技兴农

强力推行“一个行业，一个领导者，一个研究所”的产业化

经营机制。坚持科研市场，立足发展需求，注重发展和推动，充

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思想和创造力。要利用广播，电视和各类

载体，加大对农村科技的推广力度，有效地将农业发展转变为依

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3.3  培育壮大重点龙头企业

逐步转变农村产业发展方式，大力支持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

发展，努力延伸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深加工的产业链。逐步建立

与健全完善的产业管理体系，加强村镇产业与省内外知名企业和

集团的联系与合作。

3.4  抓好农业示范区建设

根据不同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土地，进行适宜性评价与分

析，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建立和发展农业示范区，响应国

家“2311”工程的实施。

3.5  完善科技支撑体系

首先，加强与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招募主要产区的知名

村镇产业专家，为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导意见。其

次，建立以公共服务组织为基础的技术服务体系，以合作经济组

织、龙头企业为骨干，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为基础。打通农村信息

网络，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还要对农民进行专业

化培训，选择技术骨干对乡镇产业进行深入研究，引进行业发展

迫切需要的专业人才，培养掌握管理技术的农民，争取培养出优

秀的农民技术领导者。

3.6  加快标准化生产进程

按照县级监测中心，乡镇监测站和生产基地监测人员的要求，

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逐步建立乡镇产品

质量监测体系。严格进行产品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的把控，切实

落实农业生产、储存、运输、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监

督工作。为“生态卡”“绿卡”“人民卡”等高端、绿色、有机农

产品的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3.7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立足于生态、安全、优质的定位，支持无公害产品、绿色食

品和有机食品的发展。努力建立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的

竞争力和市场价值。同时，积极利用新兴技术，对农产品进行科

学种植与管理，利用品牌效应，大力发展村镇农产（下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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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决各种科技物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有效整合优化全省涉

农科技人才队伍和产业链上专家作为科技超市的无形商品，囊括

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生产环节，使科研和科技推广取得“双赢”。

另外，可以快速、便捷的手段采集、更新、维护各类农业科技信

息资源，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问题，保证科技资源的稳定性和新颖

性，方便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递与资源共享。

4  小结

本文构建的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创新模式，在农民与中小企业

与政府机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金融机构等之间架起了桥梁，

通过整合、集成、优化科技服务的现有资源，为农民和中小企业

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科技服务。有效提升了科技的传播

与服务的效果，解决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改变以

往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网破、线断、人散”状况，建设覆盖农

业生产全程、综合配套齐全、服务手段新颖、服务成效显著的农

村科技服务网络体系，最终带动一方农民致富，为精准扶贫加油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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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按照突出特点、规范发展、项目成长和优质服务要求，加快

村镇农产品产业链建设，设立鲜活农产品产业园。逐步参与区域，

国家特色产品展示、展览、贸易、谈判活动，充分利用新的产品

流通方式，如文化营销、物流运输、连锁经营、代理和在线交易等，

努力提高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争取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3.9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大力发展乡镇非农产业，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利用现代化设

施，加快农村城镇建设。加快小城镇建设，制定农民转移到县乡

小城镇的优惠政策。引导更多农民进入小城镇，在农产品加工、

销售基础上发展非农产业，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

镇经济。逐步建立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相辅相成的产品销售体系。

吸纳专业人员指导农业各项职能发展，引导农民利用天然地理优

势和环境特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建立具有特色的旅游景区。

3.10  用心扶持专业合作组织

扶持专业合作组织，将专业合作组织做大做强，是解决我国

" 三农 " 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扶持

农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政策。我们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扶

持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村产业经济，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贡献。

4  政策保障

逐步提高农村地区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比重。要建立“三农”

稳定增长机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信

贷供给结构。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上，按照加强公益性、

盈利性，引导非营利性的原则，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

积极探索农业技术推广新机制，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

实施农业科教、产学研、科、工、贸相结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农业技术推广，培育多元化的农业科技学科。要不断巩固、完善

和加强，逐步形成目标明确、效益直观、种类多、操作简单的农

业补贴制度。进一步缩小准入条件，放宽准入范围，积极培育多

元化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实体，努力建设政策性金融，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具有多种类型的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覆盖面广，分工

明确，竞争有序，服务高效。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

为农村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总之，村镇规划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探

索过程中，要注意统筹规划，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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