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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发布

专题

系系列列民民生生““福福包包””让让乡乡村村更更美美居居民民更更富富
日前， 北京市委、 市政府印发的 《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简称

《规划》） 给出答案。 1月24日， 北京市发改委、 市农业农村局对 《规划》 进行解读。 《规
划》 进一步明确近5年的阶段目标、 指标、 布局、 具体措施等。 根据 《规划》， 未来五年，
将给广大农民送去一系列民生 “大礼包”，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重点任务和项目， 促进人居
环境质量提升。

【规划亮点】
《规划》 内容共十章， 分别

是规划背景、 总体要求、 构建乡
村振兴新格局、 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 繁荣发
展乡村文化 、 完善乡村治理体
系 、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
系、 规划实施。 《规划》 还设置
了10个专栏， 包括1个指标体系、
2个工程 、 3个计划 、 4个行动 ，
部署了42项重点任务。 指标体系
22个指标中， 沿用国家规划指标
15个， 设置本市特色指标7个。
体制机制创新：
乡村规划———

在乡村规划上， 提高规划编
制质量， 按照城镇建设区、 生态
保护红线区、 乡村风貌区 “三类
地区” 和整治完善类、 城镇集建
类 、 特色提升类 、 整体搬迁类
“四类村庄” 进行分类指导， 因
地制宜编制村庄规划， 不搞大拆
大建， 体现京韵农味， 突出差异
化 ， 避免城市化 。 强化规划管
控， 村庄规划要明确承包土地、
集体产业用地、 宅基地的四至范
围， 确定村庄内的各类公共设施
选址， 健全完善住房建设导则和
村庄风貌导则等配套政策， 注重
文化保护和传承。

人才支撑———
在人才支撑上， 突出党建引

领， 选好村党组织书记这个推动
乡村振兴的最关键带头人。 加强
人才引进， 鼓励引进返乡创业团
队， 支持青年骨干人才到农村创
办领办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 （林
场）、 合作社等。 培育职业农民，
探索开展职业农民认定、 职称评
定试点， 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参加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用地保障———
在用地保障上， 加强农村集

体用地的用途管制和引导， 探索
采用 “乡镇统筹” 等模式， 实现
减量集约高效利用。 严格农地农
用， 探索建立统一的集体承包土
地流转平台， 规范流转行为， 有
序利用土地资源。 涉农区编制乡
镇域规划 ， 可预留不超过5%城
乡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用于零星
分散单独选址的休闲农业、 乡村
旅游等产业及配套服务设施建
设。 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组
织功能， 进一步规范盘活利用农
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行为 ，
鼓励发展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多
种形式的融合性产业。

产业发展———
努力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

新动能，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形成符合市场需求的优
质产品和特色品牌。 全面完成对
违法 “大棚房 ” 的排查清理整
治， 加强农业生产空间结构优化
管理。 以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
区建设为载体， 鼓励引导全市优
质农业科技资源集聚发展。 完善

激励机制， 积极推进高校、 院所
与各类示范区、 产业园等对接合
作。 支持企业入股领办专业合作
社， 探索 “土地股份合作社+农
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
系” 的农业经营模式。 推进科研
机构、 社会资本、 创业者等多主
体深度协作， 培育以企业为主导
的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培育高水平的农村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

乡村治理———
以构建自治德治法治有机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基础， 深化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编制落
实 “吹哨报到” 专项清单、 工作
方案。 推广新乡贤公益协同共治
模式。 建立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联系农村基层制度， 引
导村民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

保障规划实施———
按照突出农民主体地位、 条

上监督指导 、 块上统筹资金利
用、 综合实施的思路， 分清市、
区、 镇 （乡） 村各级发力重点和
责任。 市级各部门重点定标准、
给政策、 抓验收； 强化区、 乡镇
党委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主体责任， 区级统筹年度重点
任务和项目实施 ， 统筹资金使
用， 并建立绩效管理和成本绩效
评价机制； 镇 （乡） 村负责具体
组织实施， 结合本村需求， 由被
动实施变成主动寻求政策和资源
支持。
现阶段重点任务：
三个突破———

在乡村环境整治上，以清脏、
治乱、增绿、控污为主攻方向，以
“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为重点，打
造集中连片、 点线面结合的美丽
乡村风景线。 在绿色有机农业整
体品牌打造上， 鼓励绿色有机农
业相关技术研究和创新， 加大绿
色有机农业的政策、 资金支持力
度， 培育绿色有机农产品电商龙
头企业， 培育高附加值产品和品
牌。在乡村旅游品质提档升级上，
积极发展乡村智慧旅游， 推进乡
村酒店、 休闲农庄等特色业态发
展， 打造和推介一批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精品品牌， 创建一批星
级民俗旅游村、民俗旅游接待户、
休闲农业园星级园区， 建设一批
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
情的民俗旅游村。

三个提升———

在提升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水
平上， 健全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特别法人制度， 明晰集体经济
组织在土地、资产、经营管理上的
权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培
育适应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在提升低收
入脱低工作水平上，扶志、扶智相
结合，落实“六个一批”精准帮扶
措施， 探索推进低收入帮扶政策
与民政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实
现从促进增收向包括加强教育、
医疗、 救助保障在内的系统帮扶

转变。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上，充
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
员的作用， 积极培育具有京韵农
味的乡村文化 , 提升乡风文明水
平;有序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
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服务规范化
标准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民生礼包】
规划提出 ， 要坚持农民主

体， 改善民生， 未来五年， 也给
广大农民送去了民生 “大礼包”，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重点任务和项
目， 促进人居环境质量提升， 切
实 满 足 广 大 农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向往。

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构建平原地区大尺度森林湿

地， 完善以浅山区为重点的生态
涵养区造林绿化， 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 加大留白增绿和
拆绿还绿力度， 不断扩大绿色生
态空间， 建设更高水平的园林绿
化生态系统。 《规划》 提出， 到
2022年， 全市新增森林绿地面积
96.4万亩 ， 相当于220多个颐和
园的面积。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规范完善农村基本服

务设施、 交通物流设施、 “煤改
清洁能源 ”、 信息化设施建设 ，
加快推进 “四好农村路” 建设，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互
联互通。 比如， 通过实施污水垃
圾治理， 扎实推进 “厕所革命”
和 “四好农村路” 建设， 本市城
乡结合部、 重要水源地和民俗旅
游村等重点地区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覆盖率将由52%提高到95%以
上， 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将得到有
效处理， 户用卫生厕所将基本实
现全覆盖， 周末和节假日乡村旅
游发展地区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等
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乡村公路
将更加安全通畅。

农村公共服务提供———
持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 打造 “幼有所育、 学有所
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
所养、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 的
民生保障体系， 实现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对于
居家养老的农村居民， 将通过打
造 “老年餐车”， 解决老人们的
日常饮食问题。

促进农民增收———
做好低收入农户帮扶， 推动

从促进增收向包括加强教育、医
疗、 住房保障在内的系统帮扶转
变， 到2020年，6.8万户低收入农
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现行
标准线 ，234个低收入村全部脱
低， 并将实现低收入农户帮扶和
社会救助政策的统筹衔接； 通过
落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制
度， 扩大就业失业管理制度覆盖
面，完善就业创业帮扶措施，实施
精细化公共就业服务， 对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做到“需帮尽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