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2019 年 9月 24 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朱 燕观察05WEEKLY

周 刊 第 38期 渊总第 38 期冤

阴张军帅

村民都是村级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的股东袁人人都在
操着集体经济发展这份心袁因
为大伙都明白野锅里有了碗里
才能有冶的道理遥

杨村镇位于安徽天长市
东部袁岗区尧圩田尧水面各占三
分之一袁农村经济以种植和养
殖业为主袁下辖 7 个行政村尧3
个社区袁人口 4.2 万人遥 近年
来袁该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袁村
(社区) 经营性资产 2200.8 万
元袁非经营性资产 9950.38 万
元袁2018 年袁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 252.34 万元袁 比上年增加
24%袁年度集体经济收入村村
超过 10 万元袁 最高的达到
61.69 万元遥 一个普通的乡镇袁
村(社区)仅依赖农业资源袁村
级集体经济缘何实现较快发
展?让我们一探究竟遥

坚持规划引领
共绘野一张蓝图冶
凡事预则立袁不预则废遥 从 2014 年

初袁杨村镇党委就开始部署各村清产核
资工作袁对 10 个村尧社区集体家底进行
排队归类院一类村有龙集社区尧杨村社
区集体收入超 10 万元;二类村沂湖村超
5 万元;三类村万元以上有 4 个;四类村
万元以下有 3 个遥

在此基础上袁 镇党委立足实际袁科
学制定发展规划袁按照资源必变尧资产
必用尧资金必活的要求袁对各类村提出
集体创收目标任务遥

野有了规划目标袁还得建立严格的
考核激励机制袁镇党委把发展村级经济
作为耶千分制目标绩效爷考核的重要内
容袁对村级经济年度达标的村给予重奖;
对未达标的给予通报批评袁对村主要干
部进行问责; 对发展村级经济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干部袁给予经济奖励并提拔遥 冶
镇党委书记杨瑞明介绍袁各村结合自身
特色袁一张蓝图绘到底袁一任接着一任
干袁集体经济迈上了快车道遥

光华村原由 3 个穷村合成袁并村之
初的 2002 年袁 村里欠下 70 多万元债
务遥穷则思变袁2006 至 2009 年间袁村野两
委冶 抢抓国家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机遇袁
通过建新房拆旧房袁 拆除闲置学校村
部袁建设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袁新增耕地
2000 多亩袁一举获得资金近 60 万元袁成
功掘得野第一桶金冶遥 2013 年初袁诚邀在
外创业致富的野光华能人冶回乡投资兴
业袁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遥 村野两委冶全

程为园区建设提供野保姆式冶服务遥 第一
期投资 5000 万元袁建成 1400 亩水果种
植基地尧500 亩水面养殖基地遥光华村争
取到扶持资金 100 万元袁 投到农业园袁
每年享受保底红利 10 万元遥 附近村民
组 500 多个村民除在园区打工挣钱外袁
年底还享受土地入股分红遥

农村股权改革
激活野一池春水冶
野如果说包产到户是一项史无前例

的改革袁那么农村股权改革在安徽也是
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遥 正当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受到制约的时候袁一场牵动千家
万户的股权改革启动了遥 冶镇长秦晓生
说袁当时袁杨村是全市农村改革示范镇袁
是火车头遥

2016 年 6 月袁10 个村级组织挂牌
组建了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遥 全镇
共确认集体经济股份合作成员 38766
人袁 量化集体经营性净资产 625.95 万
元袁发放股权证书 10608 本袁人均股份
161.47 元遥 村民都是村级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的股东遥

通过开展野资源变资产尧资金变股
金尧农民变股东冶改革袁盘活农村野三
资冶袁 杨村镇党委探索出了集体经济有
效实现形式遥 2016 年是该镇股改元年袁
10 个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 132.31
万元袁比上年增长 71%袁提前实现村村
集体收入超 5 万元的目标袁就连全镇最
难的野空壳村冶桥南村集体收入也超过
了 5 万元遥 这一年袁光华村在全市率先

分红袁人均 100 元遥 2017 年杨村镇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翻番袁 村村超过 10
万元袁总额达到 202.72 万元袁比上年增
加了 53%袁 光华村再度分红袁 人均 110
元遥

抓两头带中间
催生野一树花开冶
龙集社区是杨村镇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排头兵袁 靠的是能人书记带动袁走
的是多点发力尧聚沙成塔的增收路遥 铜
龙河造桥袁急需回填土袁社区立马用 1.8
万元征了一块面积 7 亩的低洼地袁卖
土一次性收入 16 万元遥 然后袁又连着
下了两手野蛋孵鸡尧鸡生蛋冶的妙棋院
一是将这块洼地整理成万方以上的
野当家塘冶袁一次性对外发包收入 10 万
元 ;二是由社区统一提供树苗袁按四六
分成尧 发包给林木企业在新建河堤两
侧植树创收遥 为充分发挥好这一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袁 镇党委一方面安排
野能人书记冶到其他村尧社区野传经送
宝冶袁另一方面组织大家来龙集社区现
场学习遥

与此同时袁 镇党委发动班子成员
对后进村进行结对帮扶袁 各领一头
野羊冶;安排镇直单位尧先进村结对帮扶
后进村;镇里在项目和资金上给予后进
村重点倾斜袁多轮驱动袁助推后进村改
变面貌遥

湖边村是村级经济基础最薄弱的
野空壳村冶遥 2015 年袁镇党委实施野一把
手冶帮扶工程袁党委书记驻村野把脉支

招冶袁引进风力发电尧光伏发电尧稻虾种
养等多个项目袁 年服务收入 9 万元袁使
得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跨过 10 万元大
关袁甩掉了野空壳村冶帽子袁跃居全市中
上游遥

秉持廉洁惠民
百姓共享野一桌盛宴冶

杨村镇党委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的同时袁紧抓廉政建设不放袁教育村干
部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袁村里有钱了更要
过紧日子袁 把来之不易的积累用在刀
刃上尧关键处遥 党委出台了野一揽子冶管
理制度袁 如每年对各村经济实行清理
审计袁 主要查看有无铺张浪费和不必
要的开支袁特别是违纪违规开支袁切实
管好管住村集体的野钱袋子冶遥 对不按
规定使用资金或挪用尧 贪占资金的给
予党纪处分袁或追究相关责任遥 野几年
来袁村干部公私分明袁没有一个在廉洁
问题上栽跟头尧犯错误遥 冶杨村镇纪委
书记周香说遥

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初衷就是为群
众为社会谋福利袁不是存在银行里数着
看的袁要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遥 冶杨瑞明
说袁镇党委积极鼓励和引导各村把集体
的钱用在为群众办实事尧做好事上遥 全
镇 10 个村尧 社区的村民集中居住区的
水尧电尧路等配套设施建设都由村集体
拿大头; 镇里还规定村集体每年必须按
比例拿出钱来扶持尧帮扶特困户尧孤寡
老人和老党员袁让所有村民共享发展成
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