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的滋
养，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之魂。
为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推进和创新乡村治理，2020 年 10月，
海南省莺歌海镇创新推出乡村治理积
分制，鼓励辖区居民积极参与“三治”，
闯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子。

“小积分”却有“大用处”
邻里关系好就能换来好工作？是

的，这样的好事就发生在陈玲丽的身上。
陈玲丽是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

镇莺二社区的居民。为了离家更近，
2021 年 3月，陈玲丽选择回到家乡莺
歌海镇找工作。让她没想到的是，自
己很容易就在距离家里几百米的地
方，找到了一份月薪 5000 的工作，而
这背后，只因为她“积分”多。

让陈玲丽受益的“积分”，是莺歌海
镇自2020年10月以来实施的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国家试点，实行积分制管理。

“说白了，就是通过积分引导鼓励大家
积极向善，营造良好的乡风文明。”乐东
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社
会工作治理部工作人员李南说，结合莺
歌海镇的实际，他们将转产就业列为重
点类别，其他类别包括人居环境美化
类、乡风文明建设类、扣分类。

完成技能入户登记加 5 分；参加
一次就业培训加10分；房前屋后没有
垃圾、粪便加5分，反之扣5分；露天焚
烧秸秆扣5分……在乐东黎族自治县
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户外公告墙
上，详细列举了60项加分、扣分细则。

陈玲丽家有两套房子，因为邻里
关系和睦，再加上她本人热衷于参加
各类培训活动，他们家的“积分存折”
上，攒下来不少积分。因为“成绩突
出”，陈玲丽按照规定享受了就业优
待，顺利入职海南连兆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得到了这份月薪5000元的工
作，在家门口实现高效就业。

“我们鼓励居民自主申报积分，比
如拾金不昧、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等，都
可以通过自主申报、社区审核的方式
获得积分。为了让大家更方便，我们
还开发了小程序，让大家可以在手机
上方便快捷获得积分。”李南说，为方
便居民兑换礼品，县乡村振兴综合服
务中心里还设立了积分超市，供居民
自主挑选兑换。“很多居民的油盐酱醋
等生活用品，现在都是用积分换来
的。”

“小积分”带来“大改变”
“以前我们海边那条路的两侧，经

常有大家随意丢弃的垃圾，形成了卫

生死角，这个‘老大难’问题，就是积分
制以后解决的。”说起积分制施行之后
带来的变化，驻莺歌海镇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驻莺二社区第一书记何志
刚骄傲地说，在积分制的引导下，众多
居民参与到环境大扫除的活动中，在
赚取积分的同时，美化了社区环境。

相比有形的“卫生死角”，积分制
的施行，也清理了不少无形的“卫生死
角”。

在积极向善的治理导向下，社区
邻里关系愈发和睦，以前经常出现的
冲突如今已成往事；此前遇到红白事
大操大办的陋习，也在《村规民约》和

《红黑榜》的约束下逐渐消失。
最令何志刚感动的，是发生在村

民吴帝宝身上的故事。
吴帝宝一家五口，因为疾病没有

一个有效劳动力。以前他家只有不到
30平米，刮风下雨用竹子顶住塑料布
遮风挡雨，没有厨房和厕所，5人挤在
一间房子，全靠政府低保维持生活。

“每次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把他
们接出来到别处躲避。”何志刚说。

积分制开始施行后，在大家的倡
议下，社区六七十人有钱的出钱，有力
的出力，你捐水泥，我捐沙子和砖头，
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让吴帝宝一家
在2021年春节前住进了新房。“最让我
感动的是，这些人没有人主动提积分
的事儿，大家帮助他，纯粹出于善意。”

“小积分”有着“大作用”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基层

工作的一大难点就是，要用有限的精
力去对接上级部门的众多工作，这一
点，李南感触很深。“很多工作都需要
我们报各种材料，让我们应接不暇，很
难再抽出精力做更多工作。”

积分制的施行，让李南找到了应
对的方法。

“因为积分的选项我们可以自主
调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积分制
和众多工作结合起来抓，效率会高很
多。”李南说，比如近期海南深入开展

“七个倡导”（即倡导男女平等、勤劳致
富、文明饮酒、远离私彩、厉行节约、孝
老爱幼、卫生整洁）活动，按照以往的
做法，他们需要进行专项宣传和推动，
而如今，他们只需要将“七个倡导”的
相关内容，纳入加分项，即可有效引导
社区居民遵守“七个倡导”，进一步树
立文明乡风。

在莺歌海镇，积分制正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善这里
的乡风文明，让乡村振兴更有“底
气”！ 来源：海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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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梁祝镇高标准示范农田内，农技人员
正在现场演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方法。该县在“三夏”期间，大力推广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同时，还能改善土
壤、降低病虫害的发生，预计全年推广面积达到1.5万亩。 孙凯 王帅杰 摄

5 月 18 日 ，
江西省瑞昌市碧
野农机专业合作
社农机手驾驶大
型农药喷雾机给
早 稻 杀 虫 。 目
前，瑞昌市 2.7万
余亩早稻全面转
入田间管理，当
地农民紧抓农时
进 行 病 虫 害 防
治，为今年早稻
丰产丰收打好基
础。

魏东升
莫志超 摄

前几天，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东
蒙镇北石沟村的乡村治理网格员闵
晓珊，一大早又出门到镇里参加工
作培训。今年以来，类似的培训活
动她参加了 10多场，只不过按照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培训大多
集中在线上。

东蒙镇的相关培训之所以如此
频繁，是因为自 2021 年以来，费县
针对农村群众办事跑腿多、村干部
办理业务进门多，村级事务留痕少、
民主监督途径少的“两多两少”问
题，搭建起村情通“一网通办”监管
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数字村务”乡
村“智治”新模式，对各镇村网格员
的数字化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一章通办大小事、一网审批所
有事、一码纵览全村事……费县在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道路上不断
突破创新，一系列便民改革举措打
通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闵晓
珊的忙碌，正成为当地办事效率提
升、干群关系改善、乡村活力涌动的
一个缩影。

智能化服务
群众用章“一次办好”

“这一下就好了？不用到镇里
去找领导了？”北石沟村村民张琪通
过智能公章系统，不到 5 分钟便完
成了企业用电换户的申请。现场，
他拿着盖好公章的申请，翻来覆去
看了好几遍，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不
可思议”。

不怪张琪觉得吃惊，在农村，盖
公章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也是愁
事。过去，村民想盖章，先要在村里
办好相关手续，然后带着一堆手续
到乡镇的相关窗口办理。有时，一
张证明就要跑十几公里，要是赶上
管理公章的人休假或者出门公干，
还得再跑第二趟，窗口排队更是家
常便饭……

为了解决村民“盖章难”的问
题，从2021年8月开始，费县在各级
乡镇推广安装智能公章终端。终端
的形状像一个带屏幕的显微镜，大
小则接近于一台激光打印机。但千
万别小看这台机器，它串联起用章
申请、网上审批、智能盖章和电子存
档等村民办事全过程。村里有用章
需求，只需“村级管理员指纹登录、
申请用章；机器拍照上传材料、远程

初审；街道审核通过、用章完成；自
动拍照复审、后台监管”简单四步，
就能实现印章使用。

“以往村民经常打电话满村找
干部盖章，如果赶上村干部在镇上
开会，村民又不了解情况，很容易引
发矛盾。现在有了智能终端，可以
实现远程办理，就算干部在外公干，
也一点不耽误审批流程。”东蒙镇经
管站站长王长安介绍，该镇是费县
首批引进智能公章终端的试点镇，
除了方便群众用章，智能终端还有
效减少了干群误会，“一旦材料不过
关，审批者还可以在终端留言，方便
申请人补交手续。”

截至目前，费县已梳理出 17类
68项智能公章可办事项，累计为全
县各村居群众“一次办好”涉及用章
事务 26.3万件，咨询协办 2.6万件。
据估算，智能公章系统直接为群众
节约交通、误工等费用约 1445 万
元。

在线化管理
事项审批“一网通办”

不久前，马庄镇富民新村的集
体资产账户中又多了一笔款项，这
是村集体招商引资发展核桃产业，
签订合同所获得的收入。

马庄镇是费县的产业强镇，

2021 年 ，全 镇 村 级 集 体 总 资 产
9239.6 万元，村均 336.08 万元。集
体资产数量大、种类多、运营状况复
杂，如何守护好村集体“钱袋子”，助
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是村民的期盼，也是村“两委”日
常工作中的难点。

“在农村，凡是涉及钱的问题，
干部和村民都很敏感。过去，村里
走账都是人誊手抄，碰到个别村民
对账目有疑虑，我们只能尽力解
释，但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富民新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文存
说。

为破解村集体开支报销“两头
疑”“两头难”问题，费县利用信息化
手段，推行村级核批事项在线办理
新模式。依托县级村情通“一网通
办”监管服务平台，采取分级授权、
逐级审批的形式，将村级重大事项、
村级经济事务、公共资源交易、招投
标等事项在线上平台推送到相应部
门和分管领导，实现了审核资料线
上自动归集、村级业务实时办理、办
理过程全程留痕，提升了村级自治
能力和智治水平。

“以前村集体资产发生的业务，
都要在审核完成后逐笔分别录入到
相关的独立系统，工作量大而且非
常烦琐，现在整合为一个系统，不仅
工作量大大降低，而且管理规范了，

对于各种应收款也能时时提醒。”富
民新村集体资产管理办相关负责人
对村务审批“一网通办”非常认可。

2021 年 8 月以来，费县各镇村
已累计办理线上审批事项13.7万余
件，审批时限大幅缩短，村级非生产
性开支压缩20.7％。

即时化公开
村务村情“一码通晓”

“一包复印纸，采购价是 21元，
一次性购入5包，总花费105元。买
复印纸的小账也能一目了然，咱还
有啥不放心的。”东蒙镇店子村村民
李洪传最近多了个习惯，他隔三岔
五会到村委会办公室前扫描二维
码，在“村情通”里看一看最近村里
支出的账目明细。

“以前村里公示账目，会在公示
栏里贴张纸，上面只写项目和总额，
村民不知道钱具体花在了啥地方，
难免犯嘀咕。”在店子村党支部书记
孙晓辉的记忆中，村里的矛盾很多
都是账目不清引起的，“解释不细
致，人家会觉得干部有问题，容易引
发群众上访。”

如今，费县依托村情通“一网通
办”监管服务平台，为每个村生成一
个“村情通”二维码，群众通过手机
扫描即可实时查看村级“三务”公开
情况和“小微权力”清单。

“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务工，但一
直关注着村里的发展，修路、架桥、
美化村庄等公益事业，他们都踊跃
捐款。村里做了哪些事、花了多少
钱，手机随时看看，也给乡亲们一个
明白交代。”在东蒙镇党委书记刘贵
宝看来，通过“村情通”扫码获悉账
目明细，既拓展了群众参与村务监
督的渠道，也是对村干部的保护，

“通过整理这几年的数据发现，针对
村干部的信访举报，50％以上都涉
及村级财务问题，如果村级账目能
让群众放心，村里的矛盾就会大幅
减少。”

“通过做好村级事务管理‘三个
一’，费县有效推动了治理重心下
移，提升了办事服务效率，落实了群
众自治主体地位，从源头上规范了
村级事务管理，初步达到汇聚乡村
治理合力、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促进
农村和谐稳定的效果。”费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石沟村村民通过智能公章系统办理用章业务。
费县农业农村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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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欣然 赵炜

农行山东济宁分行 全力支持种业振兴
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种子作为农业的“芯

片”，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核心。农行山东济宁分行积极贯彻
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主动扛起责任担当，立足地方实际，聚焦种业振兴，
全力为粮食安全各环节提供高效金融服务。

近年来，农行济宁分行立足当地实际，围绕嘉祥大豆、鱼台大米等地
方特色种业做文章，综合运用“惠农 e贷”“小微 e贷”等特色金融产品为
企业提供专属服务方案。

在支持种业振兴的同时，该行还着力在服务粮食全生产链发展方面
下功夫，以“产购储加销”等关键环节为抓手，围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粮食经纪人的融资需求，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 王小川

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叶片发病初期，

呈现散生褐色小点，迅速扩大为圆形
或不规则形病斑，中部灰白色，边缘暗
褐色，直径2毫米～10毫米不等，病斑
中央坏死，易穿孔，病叶易脱落。

发病规律
病菌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借

助气流传播。高温高湿，通风不良，偏
施氮肥，植株前期生长过旺，田间积水
等条件下易发病。

防治方法
农业措施 培养壮苗，应使用腐

熟的有机肥配制营养土，育苗过程
中注意通风，严格控制苗床的温湿
度。加强管理，合理施用氮肥，增施

磷钾肥，喷施植宝素、爱多收等叶面
肥。定植后注意中耕松土，雨季及
时排水。

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喷洒 64％杀
毒矾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50％甲
霜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50％苯菌
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5％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2％农
抗BO－10水剂200倍液，或50％甲米
多可湿性粉剂1500倍～2000倍液，或
70％代高乐可湿性粉剂 800倍～1200
倍液，或40％杜邦福星乳油8000倍～
10000 倍液，或 50％退菌特可湿性粉
剂 500倍-1000倍液，或克星丹 500倍
液，或50％混杀硫悬乳剂500倍液，每
7天喷1次，连喷2次-3次。

来源：陕西科技报

海南乐东莺歌海：

“小积分”换出“大文明”

延长茄子
采收期措施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保持高速增长

近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京发布《2022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2021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
达到 4690亿元人民币，较 2020年增长 16.29％。白皮书指出，2021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继续保持稳定高速增长态势，产业
生态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在新基建和数字经济政策的有力拉动
下，行业和区域的各种新应用、新业务、新模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
好局面，新兴的信息化集成用户单位对北斗相关器件、软件、数据，
特别是国产终端产品的采购量显著增加，不仅有力推动了产业核心
产值的提升，也显现出北斗时空应用服务的巨大赋能效应。 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