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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把“三资”家底亮出来、清到底、管到位

直奔薄弱村 照着问题去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李 娜 周萍萍

深冬黄昏，暖阳斜挂。广西壮族自治
区恭城瑶族自治县燕岩桥底不时传来阵阵
悠扬的叫卖声：“一杯苦，两杯呷，三杯四杯
好油茶……”

叫卖油茶的，是有着20多年油茶制
作经验的瑶族阿姨陈广英，她熟练地将茶
叶焯水，捞出后反复搓揉，挤出苦汁，再
用清水过滤晾干，放入烧热的圆形铁锅
内，再加入生姜、葱头、花生米等佐料，
一边用文火加热，一边用特制的木槌敲
击。待到一定火候，加入适量花生油，浓
郁的油香和清新的茶香顿时扑面而来，令
人垂涎。再反复捶打10余遍，使茶叶均
匀受热变成碎末状，倒入熬煮已久的骨头
汤搅拌，加入少许食盐，最后用竹篾编成
的漏斗将茶叶和汤汁隔开，一锅鲜香浓郁
的油茶就做成了。

“贵广高铁开通后，我们这里乡村旅游
‘火’了起来，喝油茶的人越来越多。”陈广
英说。

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桂林市东南部，
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四季瓜果飘香，民俗风
情浓郁。由于瑶民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山
区，身体湿气较重，智慧的瑶族先民结合劳
作经验，制作出可以暖心除湿、生津提神的
油茶，作为保健饮品代代相传，现在瑶族家
家户户都会打油茶。“酒香也怕巷子深。”恭
城县副县长关小菊说：“贵广高铁开通前，
我们这里交通比较闭塞，与外界联系都是
靠普通公路，从恭城到桂林要3小时左右，
到广州则要8小时左右，很少有人到我们
这里来游玩，油茶也没有太多人了解。”

2014年12月，贵广高铁开通后，恭
城瑶族自治县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从广

州、深圳乘坐动车出发，不到两个半小时
就可到达恭城，从桂林过来只需半个小
时。交通的便利为恭城带来大量游客。除
了游山玩水，很多游客都爱上了这里的油
茶。“这里的油茶非常奇妙，喝上一碗就
感觉浑身舒畅。”广州游客陈先生对恭城
油茶赞不绝口。

游客的交口传赞让恭城油茶声名鹊
起，激发了瑶族群众经营油茶的热情，5.3
平方公里的县城就开了近百家油茶店。

关小菊告诉记者，高铁开通后第一批
经营油茶店的陈广英，每年经营收入都在
30万元左右，除去成本，纯收益近20万元。

高铁带香了油茶，也带动了乡村旅游
的发展。距离恭城县城15公里的红岩村，
近几年依托“高铁+油茶+月柿”，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朱明富是地道的红岩村人，他

搞起了土特产店，主要经营柿饼，生意红红
火火。“我们恭城不仅油茶香，柿饼也够味，
许多外地来的游客返程都会捎带一些柿饼
回家，每天生意都不错。”朱明富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恭城县
在恭城镇规划兴建了具有饮食休闲娱乐功
能的“油茶小镇”，以丰富当地的旅游资源，
借势高铁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恭城火车
站也不断优化动车组开行方案，提升运输
服务，实现引流上线。目前，恭城站每天图
定开行动车组列车70趟，极大满足了旅客
出行需求。高铁的便利给恭城旅游业发展
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据统计，2019年，恭城
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7.7万人，同比增长
53.5%；实现旅游收入62.5亿元，同比增长
49.4%。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了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高铁带香了瑶乡油茶
本报记者 童 政 实习生 李育全

如何让农村集体“三资”的“钱袋子”更
紧实，“家底子”更清晰，资金管理更规范？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把“三资”清理问题列
入区委主题教育整改问题清单，通过现场
会诊开良方、上门问诊解症结、及时回诊固
实效的“三诊疗法”，把村集体流散的资产、
资金、资源拢起来、收回来，把遗留难题从
源头上清出来、把症结从根本上施治过
来。大刀阔斧整治顽疾，理清了陈年旧账，
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壮大了集体经济实
力，实现了“两个清零、一个三千万”的目
标，即580个建制村集体增收“清零”、109
个经济薄弱村“清零”，全区村集体增收达
4114.3万元，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
供了强大动能。

现场会诊开良方

长清区第六次固本增收集中行动安排
在经济薄弱村后夏村召开，村党支部书记
尚德建指着一处施工现场说：“这里是我们
收回的第一处宅基地，正在建设公厕，目前
全村23处被侵占宅基地已全部收回，闲置
宅基地将用作健身广场和经济苗木种植，
已清理集体土地150余亩，盘活后预计增
加村集体收入13万元。”这个集体收入1
年不足3万元的经济薄弱村，之前想给百
姓办点实事是难上加难，如今通过“三资”
清理，村里有了稳定收入，公厕、广场的建
设都已安排上日程。

直奔薄弱村，照着问题去。通过每周
组织一次现场会，长清区逐村必到、现场办
公、现场答疑，对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分类归纳，梳理出资金清理问题2228件，
集中调度专项研究解决问题1083件。“通
过观摩学习，明差距、拓思路、拿办法、促提
升，拿出真招、实招、硬招，助推工作再取新
突破、新成效。”长清区委书记王勤光说。

长清区“三资”清理行动之所以能够如
此高效推进，源于完善的统筹协调推进机
制。区委书记统筹推进，分管书记和组织
部长及时调度，街镇党（工）委书记作为“一
线总指挥”，亲自指挥、研判落实；村党支部
书记自查自纠、主动参与。“四级书记”上下
联动，为固本增收、农村“三资”清理提供坚
强的组织后盾。通过“三资”清理，全区
109个经济薄弱村中已有97个村实现增
收410.17万元，57个薄弱村集体收入超过
3万元，一个个经济薄弱村的家底不再“单
薄”。

合力问诊解症结

“这次集中行动，我们全程参与保障，
对占用集体资产多年的团体或个人，要补
签承包合同，参照当前市面价值缴纳承包
费，拒不补签的退还集体资产……”在文昌
街道西隆村村民大会上，派出所所长张华
给村民们讲解政策。该村成立由第一书
记、街道包村干部、片区民警、法律顾问等
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干部先行清，党员带头
查，完善土地合同152份，涉及土地355.9
亩，重新核定闲置宅基地、荒坑池塘 12
处。公安、司法等部门的介入是开展好“三
资”清理的坚强后盾，文昌街道已举办六次
流动现场会，每次现场会涉及的派出所负
责人及村法律顾问全程跟踪，发挥了强有
力的震慑作用。

集中行动开展过程中，长清出台《长清
区“抓实主题教育、促进固本增收”集中行
动工作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督导制
度，成立5个工作专班，落实“一村一方
案”，逐个分析整顿对象存在的问题，找准
薄弱环节，调整工作思路。为解决个别村
级班子“不愿清、不会清、不敢清”的问题，
成立工作专班，通过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
审计力量介入保障清理效果，把集体所有
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经营性资产
和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机动地等资源
性资产作为重点，建立台账，清理不彻底决
不收兵，实现“全面清理、全面规范”，确保
清理一个、整顿一个、转化提升一个。

孝里镇黄河沿岸洼里村过去由于种
种原因，使得集体经济成了一锅“糊涂
账”，全村有138户，与村集体有纠纷的就
达三分之二。洼里村在镇经管站、司法所
和宋庄管理区党总支的指导帮助下，借黄
河滩区迁建土地流转的机会，从理清“陈
年旧账”着手，把集体欠群众的白条和群
众欠集体的金额一一核实梳理，“趁热打
铁”马上双清。2005年至今的旧账算清
了，2015年到现在的承包费收回了，洼里
村集体增收10多万元。“多亏了固本增收

活动和法律专家的指导，帮村里解决了这
个难题，土地流转也容易了，可以放心住
楼房去了。”洼里村党支部书记张道轮高
兴地说。

文昌街道陈庄村支部书记庄云卫不避
亲疏，首先做通哥哥的工作，对原有租赁合
同重新定价，从500元涨到5000元，并率
先将租赁费上交到村两委，成功打开突破
口，后续完善规范合同35份。山峪村支部
书记袁甲坤在多次为村里垫资，又带头缴
纳10万元租赁费，带动了其他承包人主动
补缴欠款。针对各村居工作不平衡的现
象，文昌街道研究制定了《村居固本增收考
核办法》，提出三优先、三同时、三不得的考
核制度，将固本增收与村级干部绩效考核
挂钩，极大调动了村层面的积极性。

“从抽查情况来看，党员带头作用有明
显体现，如文昌街道前隆村涉及的11名党
员干部已全部交清承包费，加快了本村承
包费收回的进度。”每周现场会召开前，固
本增收领导小组都会进村入户开展一次暗
访抽查，并在现场进行通报。各派驻镇（街
道）工作组在督导过程中，通过查阅村级各
类收支账目、集体资产承包合同等措施，对
资金、资产、资源等实际控制情况进行全面
摸排，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并列入问
题整治台账，调整工作思路，根据“一村一
情”，落实“一村一策”。

及时回诊固成效

“这么难算的账都理清了，以后还能有
啥难事？这届村两委干部还真不赖。”在群
众的点赞声中，最近，马山镇小崔庄村村委
会终于收回对外承包多年的鱼塘，并在去
年12月16日以每年7.6万元的价格进行
重新发包。“这个鱼塘之前承包了20年，前
5年是500元，后15年1000元，重新发包
后第一年直接增收就达7.5万元，另外今
年我们对山场、河滩、边角地也进行了重新
发包，通过清理村集体增收近80万元，下
一步承包山场，我们也商议制定了承包费
定期浮动制，前3年每年上浮10%，前5年

浮动15%，切实保障村集体收入。”小崔庄
村党支部书记张青说。

在资产归属分歧意见较大的村，长清
区探索精准清资“六步工作法”，严格识别
工作程序，全程接受民主监督，即：第一步，
确定存在分歧的资产；第二步，召开党员和
村民代表（或户代表）大会投票识别并当场
公布结果；第三步，由村两委干部、镇（街
道）工作组进行两级会审；第四步，公告公
示，将资产识别结果在村里张榜公布不少
于7天；第五步，镇级审核；第六步，镇村部
门对集体资产进行确权。

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保证。在
“三资”清理过程中，在法律顾问的指导帮
助下，通过力推“x+1”新模式（即无论合同
签订时间多长，每年收取一次承包费），有
效防止丁吃卯粮现象的再次发生，保障村
级收入的延续性。各街镇成立集中行动

“回头看”工作组，不定期回头查看落实情
况，及时发现并堵塞管理中的漏洞，健全完
善村级民主决策、管理、运行机制，严格落
实岗位承诺、坐班值班、“四议两公开”等制
度，强化村级账务管理，规范村级事务，提
升村级班子治理水平，同时，健全区、镇、村
三级举报机制，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
坚持“一竿子插到底”，迅速调查核实，确保
依法处置到位。

在清理过程中，文昌街道探索推广新
周村“互联网+村章管理”的方法，规范村
级公章的使用管理。长清区以镇（街道）、
村为单位建立村集体资产管控台账，对整
治完成后的集体资产类型及数量、目前发
包情况、合同签订情况、集体收益情况等
信息进行统一归纳归档，形成按时获取集
体收益的长效机制，并实施动态管理，每
年有计划地开展村级经济责任审计。“在

‘三资’清理中，我们强化问题导向，及时
研究制定机制办法，巩固‘三资’清理成
效，建立长效管理制度，依法依规处置好
资产资源，为后期村级规范管理奠定坚实
基础，让村级各项事务有章可循、依轨运
行，乡村治理再上新台阶。”长清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李广霞说。

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

源）一直以来都是事关农村稳定的热

点，更是关乎乡村振兴的一本“大

账”。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运用法治

思维、法治方式把“三资”家底亮出

来、清到底、管到位，抓住村级“三资”

管理的薄弱点，扭住村级增收的“牛

鼻子”，找到软弱涣散村整顿的突破

口，激发村级发展新动能，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强保障。

河南沈丘：

电商下乡 赋能乡村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黄海涛

贵州省道真县森林植被广阔，雨热同季，立体气候明显，非常适
宜发展食用菌产业。近年来，该县牢牢把握“八要素”，推进食用菌产
业裂变式发展，着力打造“菜县菇乡”，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让广
大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目前，道真县已建成食用菌科技研发中心、集中制棒中心、交易集
散中心，组建“村社合一”专业合作社83家，建设食用菌产业扶贫示范
园区7个、“蘑菇农庄”11个，投放菌棒8000万棒，实现产值6亿元。

走进道真县河口镇梅江村红旗茶园村民组，连片的食用菌大棚
格外引人注目。

“以前，我们发展产业是分户发展、单打独斗，都没有成功。如今，
我们抱团发展，成效明显！”梅江村红旗茶园党支部书记张文群说，
2016年，梅江村成立红旗茶园党支部，设置带头致富、政策宣传、民意
调查等功能型党小组，同步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自管委，仅用1年时间，
就带领40余户群众培育食用菌80余万棒，实现产值600多万元。

道真县坚持党建引领，以“三变”改革为抓手，组建“村社合一”合
作社生产经营，实现村集体、企业、农户三方优势互补。坚持村民自
治原则，打破原有村民组的限制，组建群众“自管委”，形成“党支部+
合作社+自管委”组织架构。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81个，设置“功能型党小组”2980个，组建“村社合一”专业合作社
83家，建成农村“自管委”262个。

贵州同辉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是道真县引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龙头企业带领我们闯市场。”道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骆科生介
绍，该县引进33家企业，驻县发展以香菇、杏鲍菇等食用菌为主的农
业产业。此外，还成立县级国有公司1家，乡（镇）级国有公司14家，
组建“村社合一”专业合作社83家，进一步发展壮大食用菌产业市场
经营主体。

“同辉公司上门收购、技术人员长驻园区。”正在食用菌大棚里劳
作的程泽明说，他家种了2个大棚的食用菌，预计全年可实现毛收入
10万元以上。

为进一步促进食用菌产业发展，道真县安排财政资金近3亿元，
配套建设产业供水设施80余处，改建产业供电线路1200余公里，建
成产业路700余公里、保鲜冻库46座，进一步优化食用菌产业发展
环境。

“通过推进食用菌产业裂变式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道真县副县长张能锐介绍，预
计到2020年，该县有望实现“投放菌棒1.5亿棒”的目标。

春节临近，在河南省沈丘县洪山镇舞悦制衣车间里，40多台缝
纫机欢快地奏着“劳动进行曲”。经营者刘华雷正忙着组织工人将服
装打包装车。

“年底婚纱、礼服、演出服需求量大，自从销售部入驻电商产业园
后，订单量剧增。”刘华雷初中毕业后就去了江苏苏州一家婚纱城务
工。刘华雷说，对服装行业熟悉后，他和妻子在当地租了3间民房，
买了6台缝纫机摸索着创业。妻子负责设计，他负责销售，从那时
起，他们夫妇开始接触淘宝电商。

2015年，刘华雷接到家乡的返乡创业邀请函，看了优惠政策后，
夫妻俩决定把服装厂搬回老家洪山镇。“农村对婚纱、礼服、演出服的
需求毕竟有限，多亏电商产业园为我们拓宽了销售渠道。”刘华雷说，
2019年，他们共加工服装40万套，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远销到加拿
大、泰国、俄罗斯等国家，年收入达400多万元。

“刘华雷仅是电商进基层的受益者之一。在大城市创业的年轻
人选择把基地搬回来，大多是看中了相对低廉的物流和仓储成本。
利用电商平台，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沈丘县跨境电商产业园负责
人王卫东说，沈丘是农业大县，农副产品种类丰富，有顾家馍、槐山
羊、黄金瓜、周家麻花等特产。电商兴起后，该县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从物流配送、网货供销等方面，推动农村电商与群众增收深度融合。
2018年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19年4月，该县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已入驻电商企业达22
家，入驻物流企业达15家。

李海泉是沈丘县北城办事处腾营村村民，种植山药近20年，但
随着山药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品的价格时高时低，加上不耐存储等
因素，出现“丰产不丰收”的状况。“后来，我建了冷库，新上了槐山药
深加工生产线，与电商产业园内的支农宝、三槐网等电商平台进行合
作，销售问题已经解决了。”李海泉告诉记者。

在电商产业园，负责运营支农宝的李彩霞，是土生土长的沈丘
人。她在上海做环保工作时发现大城市的绿色农产品价格节节上
涨，可老家的有机农产品却卖不出去。“我想到了支农宝，刚好老家电
商产业园招商，我便返乡一头扎进了这个行业。”李彩霞说，支农宝是
一款农业APP电商平台，通过网络可以让家乡的农产品销往全国。

2019年6月，该县北杨集镇三姓营村有5吨西瓜、豆角等农产品
滞销。李彩霞把它们放到支农宝上，最终为农民挽回了近2万元的
经济损失。

“把电商做成产业，需要弥补人才短板，在群众中开展专业技能
培训。”王卫东说，目前，沈丘县依托电子商务产业园，对扶贫办人员、
驻村第一书记、村级服务站负责人、农村种养能手、贫困户进行了定
向培训，参训人数已达8600多人次，通过电商平台助力农产品上行，
实现销售收入达3.3亿元。

贵州道真：

小蘑菇产业裂变式发展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安生岭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后夏村23处被侵占宅基地已全部收回。图为后夏村收回的第一处宅基地。 本报记者 管 斌摄

近年来，江西省樟树市扎实推进美丽示范乡镇、美丽示范村庄以
及美丽示范农户庭院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村庄整体面貌得到全面改
善。图为樟树市观上镇龚徐新村村民在休闲广场嬉戏散步。

周 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