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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砖砖黛黛瓦瓦、、小小桥桥流流水水…………近近日日，，以以武武鸣鸣区区岜岜旺旺屯屯为为代代表表的的一一批批乡乡土土特特色色村村屯屯惊惊艳艳亮亮相相，，吸吸引引众众多多游游客客流流连连
忘忘返返。。

武武鸣鸣区区在在““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建建设设中中，，充充分分利利用用壮壮民民族族特特色色文文化化元元素素，，对对农农村村住住房房外外墙墙进进行行统统一一改改造造，，给给民民居居、、公公
共共建建筑筑物物融融入入壮壮乡乡骆骆越越文文化化特特色色的的楼楼角角、、““双双头头鸟鸟””标标志志等等。。并并大大力力推推进进乡乡村村环环境境综综合合整整治治，，进进行行村村庄庄统统筹筹规规
划划、、村村屯屯绿绿化化、、农农村村““改改厨厨改改厕厕””，，注注重重绿绿树树清清河河、、木木栈栈道道等等景景观观自自然然衔衔接接，，在在村村庄庄修修建建休休闲闲
步步道道与与凉凉亭亭等等设设备备，，打打造造出出了了一一批批绿绿水水青青山山掩掩映映的的美美丽丽新新农农村村，，有有效效提提升升农农村村人人居居环环
境境，，为为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添添加加强强力力助助推推剂剂。。

如如今今，，武武鸣鸣区区共共打打造造了了 5577 个个百百佳佳示示范范村村屯屯，，对对 99223300 户户居居民民房房屋屋进进行行外外立立面面改改
造造；；完完成成农农村村厕厕所所改改造造 1111551199 户户，，农农村村厨厨房房改改造造 1100881100 户户；；发发展展乡乡村村旅旅游游景景点点和和农农
家家乐乐 6600 余余家家。。

武武鸣鸣区区委委宣宣传传部部 潘潘献献华华、、黄黄小小娟娟

““群群山山拔拔地地起起，，仿仿佛佛桂桂林林城城””，，这这是是形形容容武武鸣鸣伊伊岭岭一一带带地地貌貌的的诗诗句句，，武武鸣鸣区区在在这这样样的的山山间间溪溪谷谷建建成成了了广广西西 55AA 级级现现代代
特特色色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区区。。

伊伊岭岭溪溪谷谷示示范范区区按按照照““示示范范村村++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园园””并并进进模模式式创创建建，，着着眼眼““产产村村互互动动、、农农旅旅融融合合””。。示示范范区区坚坚持持留留住住历历史史记记忆忆、、
地地域域特特色色、、民民俗俗文文化化和和乡乡村村情情趣趣，，建建设设大大伍伍屯屯综综合合休休闲闲示示范范村村，，重重塑塑了了““七七十十二二道道门门””壮壮家家大大院院，，带带动动当当地地壮壮文文化化旅旅游游发发

展展。。并并通通过过不不断断加加强强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园园基基础础设设施施建建设设，，优优化化投投资资环环境境，，吸吸引引企企业业入入驻驻，，培培育育特特色色农农业业品品牌牌。。目目
前前已已有有 1133 家家企企业业、、44 家家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组组织织，，吸吸引引 2211 户户种种植植大大户户、、农农家家乐乐入入驻驻经经营营，，促促进进周周边边 55220000 户户农农
户户增增收收致致富富，，并并树树立立了了广广西西佳佳年年绿绿色色红红心心火火龙龙果果品品牌牌、、广广西西鸣鸣鸣鸣果果业业富富硒硒沃沃柑柑品品牌牌。。22001177 年年，，预预
算算投投资资 2244 .. 33 亿亿元元的的南南宁宁达达观观樱樱园园旅旅游游服服务务公公司司落落户户示示范范区区里里的的大大伍伍屯屯。。

武武鸣鸣区区不不断断加加强强现现代代特特色色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区区建建设设，，创创建建了了一一批批实实力力雄雄厚厚、、示示范范带带动动能能力力强强、、科科技技
含含量量高高的的大大型型农农业业综综合合示示范范园园区区，，引引领领该该区区农农业业提提档档升升级级。。目目前前，，全全区区共共有有特特色色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区区 1199
个个，，示示范范带带动动农农区区变变景景区区、、田田园园变变公公园园、、农农产产品品变变畅畅销销商商品品，，吸吸引引众众多多游游客客前前来来观观赏赏，，当当地地农农户户
迎迎来来了了土土地地红红利利的的““春春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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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告告··
两两江江镇镇岜岜旺旺屯屯伊伊岭岭溪溪谷谷佳佳年年公公司司火火龙龙果果基基地地

新华社南宁 12 月 15 日电(记者卢羡
婷、曹祎铭)在家扫描二维码、下单，第二天就
能吃到正宗的生态农家饭。近年来，广西河池
市金城江区创新实施“基层党建+互联网+贫
困村”的“农家饭票”扶贫新模式，打通线上线
下两个市场，形成群众脱贫致富、基层党组织
巩固的“双赢”格局。

1 张农家饭票+1 个扶贫鸡蛋

贫困山区吃上了“旅游饭”

老党员莫忠厚原是金城江区六甲镇司法
所的一名干部，2015 年退休后，莫忠厚返回
家乡六甲镇坡维村木律屯，本想归隐山村的
他，认领了党组织交给的一个重要任务———
创办“农家饭票”，带领家乡群众脱贫增收。

莫忠厚把自家位于村口的一个杂物房腾
出来，作为“农家饭票”经营点进行装修改造。
2016 年 11 月，木律屯“农家饭(票)”正式挂牌
营业，这是金城江区“1+1”电商扶贫行动首
批 3 家农家饭票经营点之一。

“1+1”即“1 张农家饭票+1 个扶贫鸡
蛋”，1 张农家饭票指的是贫困村的一张“电
子饭票”，游客可直接到服务点或通过电商平
台支付购买，凭票到村里吃饭游玩；1 个扶贫
鸡蛋，泛指贫困户家中自产的鸡蛋、土鸡、土
鸭等农产品，运用电商渠道，快捷直销到千家
万户。

51 岁的莫美年是木律屯的贫困户，夫妻
二人靠种地的微薄收入供养两个孩子读书。
自从村里设立了“农家饭票”经营点，莫美年
经常来帮工，偶尔还卖出一些自家养的土鸡。
“客人多的时候，一天大概有 100 元工钱，加
上卖一些土鸡，一年来，我从中挣了 3000 元
左右。”莫美年说。

“农家饭票”整合贫困村落的旅游资源，
邀请村里厨艺不错的贫困户到店里帮工，全
部采用山野食材，绿色天然的品质广受好评。
“这里风景好，交通也方便，关键是能吃到绿
色天然的农家饭。”来自广西环江的游客韦炳
调说。

“现在游客需要提前一天预约才能来这

儿吃到农家饭。”莫忠厚说，“每到周末，村里
就会迎来许多游客，我们现在也吃上了‘旅游
饭’。”

党建引领

“农家饭票”成电商扶贫“新宠”

金城江区是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共有 48 个贫困村，2 . 95 万贫困人口。为
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金城江区实施“党建+
电商扶贫”专项行动，不断放大农产品的扶贫
功能，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首先，构建“区—乡—村—中心户”四级
党建促电商扶贫服务网络，在乡镇设立电商
扶贫协会党支部，在贫困村设立村级电商扶
贫服务点，在每个贫困村人口集中、资源潜力

相对较好的自然屯选定党员中心户，确保扶
贫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个村落。

在此基础上，激发党员的主观能动性。
乡镇电商扶贫党支部成员充当“管理者”；
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充当“领路人”；“第一
书记”当好“代言人”，整合部门资源多方
位推介产品。

坡维村“第一书记”侯素琴来自金城江
区畜牧水产局，她发挥在科技推广、市场开
拓等方面的优势，助力坡维村建成河池市最
大的蛋鸡养殖场，把原本分散、不成规模的
鸡蛋货源统一起来，通过电商平台与市场对
接。在她的推动下，“农家饭票”在河池乡
味网等电商平台上架，成为电商扶贫“新
宠”。

“农产品具有大市场，在扶贫工作中利用

好了，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侯素琴说。
木律屯“农家饭票”实施以来，给村里的 14
户贫困户每户发放了 100只鸡苗或鸭苗，
如今，出栏的鸡、鸭被赋予了更高的附加
值，通过电商渠道向外销售。

去年以来，金城江区政府投入资金
50 万元，对区、乡实体店和村屯服务点进
行改造升级。全区 6 个“农家饭票”服务点
接待游客 5 万多人次，年实现盈利 80 多
万元。

“农家饭票”产生溢出效应

绿水青山巧变“金山银山”

木律屯曾经是一个脏乱差的小村庄，
虽然守着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村民们却
没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如今“农家饭票”
的建设，盘活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小山村旧
貌换新颜，“河池市区后花园”的称号越来
越被外界认可。

“六甲镇本身独具的资源，决定了我们
要走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六甲镇党委书
记覃琴说。通过强化周边景点、景区旅游功
能，打造旅游、饮食、销售、娱乐一体化的旅
游扶贫综合体，“农家饭票”旅游消费市场
进一步激活，产生溢出效应。

“ 10 多年前，我们不得已到广东、

浙江打工。这几年家乡越变越好，回到家
乡发展。”坡维村委会主任莫建国说。回
乡后，莫建国建了一个五金厂，带领群众
一起脱贫增收。

在莫建国看来，旅游开发撬动了当地
的经济增长点。他指着村里一条蜿蜒的小
溪说：“将小溪清理改造，可以开发成游泳、
划船、游艇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规划，要打
造属于木律自己的旅游品牌。”

随着“农家饭票”的日益红火，不少
商家开启“基地+合作社+订单+农户”经
营模式，特色农产品基地不断发展壮大，
去年以来先后建立了绿壳蛋鸡、桑蚕、水
果蔬菜等合作社 38 个，带动了农村蛋鸡
养殖、猕猴桃种植等特色产业的发展。

一张“农家饭票”背后的脱贫经

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高度重视边
境及十万山瑶族聚居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在扶贫资金、扶持政
策、保障措施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全力推进瑶族聚居区的产业
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搬迁安置、社会保障等各项工作，促进
了瑶族聚居区群众脱贫致富。2016 年，防城区共有 19 个贫困
村、505 户 2108 名贫困人口摘帽脱贫，其中瑶族聚居区的脱贫
村 7 个，脱贫瑶族群众 91 户 374 人。

防城区通过企业帮扶、政策引导等方式，积极引导瑶族地区
贫困户实施“短平快”的种养特色产业。2016 年以来，共向那良、
峒中两个边境乡镇 900 多户贫困户发放牛大力苗 3 万棵；引导
桂人堂集团向防城区贫困户发放 3 万株金花茶苗，并逐村开展
种植培训。十万山瑶族乡通过大力发展桑蚕、牛大力、畜牧、养蜜
蜂等，引导群众参与和发展特色产业，2016 年全乡 65 户贫困户
全部参与桑蚕产业，并领取了分红。 (房宣)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记者
丁静)压缩小客车指标、倾斜新能源
车……北京市 15 日发布小客车指标
配置新政，指标总量减少 5 万，但不减
少新能源车指标。同时，明确了不予办
理更新指标的四种情形。进一步压缩
小客车增量的背后，北京出台这项政
策是否必要？摇号限购政策产生了什
么效果？进一步限制小客车后，百姓将
如何出行？北京市交通委回应了这些
焦点话题。

——— 进一步压缩小客车总量是否
必要？

问题：北京市 2011 年开始实施小
客车数量调控措施。从每年 24 万个指
标减少为每年 15 万个，再减少为每年
10 万个，大幅度压缩小客车总量的做
法是出于什么考虑？

回应：控制小客车总量对北京市
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尽管北京市小客车无序迅
猛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机
动车持续增长对大气质量、交通运行
和城市空间所形成的压力仍然很大。
随着北京市对工业生产、燃煤、扬尘的
污染治理，本地污染来源中，机动车排
放污染所占比重凸显，成为 PM2 . 5 的
最大“贡献”者。

其次，从交通运行来看，从 2010
年至 2016 年，北京市公路总里程年均
增长 0 . 66%，而同期机动车年均增长
3 . 23%，远高于道路建设里程的增速，
城市路网承载力仍较脆弱。

第三，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的
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北京市目前停车
位缺口依然较大，特别是中心城区，停
车矛盾非常突出。因此，以承载力作为
约束性条件进一步放缓机动车增速十
分有必要。

专家：城市交通专家徐康明认为，
国际上不少大城市在交通治理中都希
望小客车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北京市
小客车数量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使城
市长期陷入“拥堵病”，限制小客车数
量在所难免。

——— 小客车数量调控取得了什么
效果？

问题：北京市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以来，取得了什么效
果？

回应：2011 年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以来，北京市实现
了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底，北京市小客车净增 95 . 4
万辆。同期，常住人口从 2010 年的 1961 . 2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
预期控制规模 2200 万人以内，增长约 238 万人。而交通指数由
2010 年的 6 . 1 降至 2017 年的 5 . 6 左右，拥堵态势没有恶化，还
有所好转。

同时，指标调控政策还促进了北京市车辆能源结构优化。目前
北京市已注册登记纯电动小客车超过 13.78万辆，居全国之首。

专家：徐康明认为，未来的交通规划与管理，可以更多借助
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手段，建立以计算为核心的交通整体诊
断、决策支持系统，最终实现优化、有序的交通状态。

——— 控制小客车之后，百姓如何出行？
问题：进一步控制小客车数量后，百姓出行问题如何解决？
回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首都交通拥堵治理的根本出路。

北京市今年底将开通燕房线、西郊线、S1 线三条新的轨道交通
线路。到 2020 年，北京市将实现 900 公里轨道交通，中心城 750
米内地铁站覆盖率将达到 90%。此外，还将推动“地铁+地面公
交+共享单车、步行”的绿色出行模式。

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
主任程世东认为，从长期来看，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需要综合施
策，建立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增加城市的交通承
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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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发展种养特色产业

助瑶族聚居区加快脱贫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坡维村木律屯农家饭票点醒目的宣传栏介绍了“农家饭
票”与脱贫的关系（ 12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新华社海口 12 月 15 日电(记者柳昌
林、涂超华)规划相互打架导致落不了地，“长
官意志”导致规划随意更改，或者规划一套另
做一套……长期以来，一些规划乱象在我国
很多地方普遍存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规划
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作为全国第一个
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海南大胆探索，先
行先试，坚决对规划乱象说“不”，走出了一条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发展的新路。

规划“打架” 发展“受伤”

占地超过 7 平方公里的海南生态软件
园，之前有数十块相互“打架”的地，因为土地
性质说不清，一动就扯皮。

“同样一块地，国土规划中是基本农田，
林地规划中是林地，而在城建规划中又被划
为城市建设用地。”海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
淳至说，如果要调整地块规划需涉及诸多部
门，程序十分复杂。

各种规划交叉、冲突、打架已成为制约社
会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多规合一”改革
前，海南全省各种土地、林地、建设、海洋等规
划矛盾、重叠图斑 72 . 1 万块，面积达 1587
平方公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说，一直以来各种规划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
各部门的事权不同，规划目标不同，规划方法
和重点也不同。因此往往容易造成自成体系、
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问题。

规划存在的问题还体现在其严肃性不
够，被随意修改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一些地方

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规划经常
被用来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服务。

规划“打架”也影响着生态保护。海南拥
有约 1882 公里海岸线，在 2015 年海岸线整
治之前，许多建设项目突破限定距离临海而
建，海岸线保护压力巨大。原因之一就是住
建、国土、林业等各种规划中对海岸线保护距
离设定的不同。

矛盾化解 有序开发

2015 年 6 月，海南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试点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台账。海南按照
全省整体“一盘棋”思路，完成了《海南省总体
规划》及主体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城镇体
系、土地利用、林地保护利用、海洋功能区 6
个空间规划，为海南整体发展绘制了一张蓝
图。

海南省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刘钊军表
示，通过“多规合一”，原来自成体系的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整合
在一张清清楚楚的蓝图上，各部门在空间布
局上形成了统一的目标，化解了规划矛盾。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是“中国木棉之
乡”。以前县里规划的建设用地多为工业用
地，不仅效益较低而且影响生态，想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旅游业，又受到用地和规划方面的
掣肘。

通过“多规合一”的统筹布局，昌江将全
县区域里的建设用地整合起来，建设了一批
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值得一提的是，改革不仅
让发展旅游产业的建设用地有了保障，县里

还核减了 2788 公顷低效建设用地，大幅提高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

“多规合一”改革还破解了权力部门化和
个人化的问题，维护了规划的严肃性。海南省
规划委员会规划处处长吴刚表示，全省“一张
蓝图”一目了然，各部门、各县市能做什么、不
能做什么一清二楚。大家都在一个统一、协同
的平台上干事情，一切都阳光透明，排除了以
前对规划各种干扰的权力空间。

经过两年多的改革，“多规合一”已初步
破解规划“打架”乱象，遏制了“无序开发”
“无限制扩张”现象，指引海南走上坚守生态
底线、有序开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深入推进 确保蓝图管到底

一张“好图”，单单绘制出来还不够，

关键在落实。在画好一张蓝图的基础上，
海南开发了全省性的规划信息管理平台，
建立规划编制及实施管理机构，探索相应
的督查机制……相关配套改革的不断深
化，为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建设全省统一的空间信息管理平台。
在完成省和各市县空间规划成果编制的基
础上，将省和各市县划定的生态保护红
线、林地控制线、基本农田控制线、开发
边界线等各类规划矢量数据进行了拼合，
初步构建形成全省统一的空间规划管理信
息平台。目前，信息平台已具备规划信息
查询、初步审查和辅助决策等功能。“未
来要通过完善大数据平台的基础数据和规
划信息，实现用机器管好每一块土地。”

吴刚说。
建立专门的规划管理机构。今年 6

月，海南省规划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统
筹协调推进全省“多规合一”改革，负责
主管全省空间规划编制、修编、审查和督
察工作。目前各市县规划委也挂牌成立，
为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加强督察，守住“多规合一”规划成
果。海南省规划委正抓紧制订规划督察办
法及配套制度，提升市县规划执法队伍执
法能力和执法水平建设，推进规划督察全
覆盖。将采用日常督察、专项督察、例行
督察、联合督察等方式开展规划执行情况
巡查工作，对违反规划的行为严肃问责，
发挥督察的利剑作用。

海南先试先行，对规划乱象说“不”
“多规合一”已初步破解规划“打架”乱象，遏制了“无序开发”“无限制扩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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