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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天山北坡经济带重

要的农业大区，这里耕地资源丰富，人均耕地面

积达 10 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达 95%以上，土地流

转率 65%以上。然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

中，当地农村也面临着“空心化”、村集体经济发

展薄弱的困境。

目前，一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三

位一体”的改革正在昌吉州有序推进。“处理好农

民与土地、集体资产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

主线和重点。”昌吉州改革办常务副主任鲁志

荣说。

驱车行驶在这片广袤土地上，除了一望无际

的农田，绿树环绕的村庄，记者还感受到了农村

发展的新气象。“现在我们是一门心思壮大村集

体经济，到了年底好给村民分红。”吉木萨尔县二

工镇董家湾村党总支副书记吴长伟说。走乡串

村，记者发现“壮大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董家湾

村的发展目标，在作为国家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的昌吉州，越来越多的村庄将其列为乡

村振兴发展的关键词。

发挥头雁引领作用

壮大村集体经济，从哪里入手？昌吉州首先

抓住了建强基层党组织这个支撑点。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除了受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带来的就

业机会减少、年轻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影响外，农

村“空心化”现象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发挥引

领作用不强也存在一定关系。

“到了基层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才

能形成合力，推进乡村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否则

会出现‘推而不动’的局面。”鲁志荣说，推动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村集体经济，必须发挥

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在董家湾村，今年 59 岁的吴长伟除了担任

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还是村党总支牵

头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和村办企业的

董事长，“现在既要管理好村里的各项事务，还要

提升村集体经济经营能力，不但要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还需要强有力的村级党组织来引领和

驾驭”。

董家湾村在壮大集体经济过程中，不断补充

新鲜血液，将党组织、党员“双联双亮双述一服

务”活动融入其中，7名党组织成员联系93名党

员，93名党员联系全村678户村民，按照“分片

保户”原则，深入村民家中，化解村集体经济壮

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密切了党群关系。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昌吉州注重调整优化基

层党组织配置，45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得到整

治。村党组织书记还同时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

负责人，目前，昌吉州 253 个村实现书记、主任、

理事长“一肩三挑”，108 个村实现书记、理事长

“一肩两挑”。38 名改革缺力度、发展缺思路的

村党组织书记被调整撤换，推动村党组织带头人

从“守家型”向“创业型”转变。

呼图壁县大丰镇党委副书记马雪梅说，大丰

镇有 8 个村 1 个社区，目前，基层党组织“四议两

公开”制度全面运用到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之中，

强化了党组织领导作用，营造了“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发展环境。

多渠道增强造血能力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壮大村集体经济

过程中，昌吉州各村坚持“以地生财”，优先向土

地要效益。

在奇台县以小麦高产优质闻名的腰站子村，

村民高琦负责合作社 2000 亩小麦的种植管理。

在村里，像他这样分片负责合作社土地种植管理

的“土地管家”有 80多位，全都是种田能手，通过

竞争“上岗”，共同管理合作社流转的 18 万亩

土地。

腰站子村党总支书记唐培科说，该村成立丰

裕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将全村土地流转到合作

社，整合成“一块田”，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按照

“全域绿色、部分有机”发展理念，重点发展绿色、

有机小麦种植。“去年，合作社实现产值 2.4亿元，

村集体资产累计 1000 余万元。合作社拿出 630

万元为全村 335 户社员分红，户均分红近 2 万

元。”唐培科说。

在唱响“农”字号同时，昌吉州通过以城带

乡、以工补农，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子，探索出以

“公”字号、“国”字号等为主的物业经济型、合作

共赢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包家店村，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与县国投公司开展股份制合作模式，在取

得砂石料采矿经营权前提下，由包家店镇党委综

合统筹，推行“强村带弱村”抱团发展，联合镇域

6 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 2080 万元建立砂石

料场，预计年收入500万元。

今年，玛纳斯县梳理出符合各村实际的农村

服务类、建设投资类、农旅经营类等五大类 24项

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通过以城带乡，给予政策

和资金支持。

在呼图壁县大丰镇，当地利用承接“石油储

备库”“石油小镇”增加人口红利的契机，以及输

煤廊道大丰火车站等区位优势，9个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购买镇中心闲置的 55 套商铺，通过收取

租金来壮大各村集体经济。

除此之外，各村坚持“宜农则农、宜游则游、

宜商则商”，依托资源、区位等优势，因地制宜发

展多种形式的特色产业。

大丰镇重点扶持红柳塘村整村推进农家乐，

通过提升村容村貌，将该村打造成旅游拍摄打卡

地。依托当地“南山伴行公路”项目，实施沿路村

庄提升改造，形成“一路皆有景，一路能吃住”。

记者了解到，昌吉州还有不少发展乡村旅游

的村庄。楼庄子、红星、二畦等 9 个村分别建成

硫云花海、二六工芸农庄、旭禾圆生态采摘园等

休闲旅游项目；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月亮地村大力

发展特色民宿，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和“新疆十

佳特色乡村”……

“通过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改变了以往

单纯靠项目、靠资金‘输血’扶持村集体经济的窘

境，打破了固守‘一块田、一群畜、一片林’的传统

经营模式，扭转了土地‘一包了之’、资金‘一存了

之’的发展局面。”鲁志荣说。

解决人才短缺难题

在农村“空心化”现象凸显背景下，人才

成为村集体经济壮大的短板之一。

“以前村里平台小，只能外出打工创业，现

在要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创业的能力也有了

用武之地。”在大丰镇树窝子村，曾经外出经营

服装生意的“致富能手”周凤梅，回村成为集

体经济发展的带头人。“现在需要拓宽致富思

路，带动村里快点发展起来。”周凤梅现担任该

村党支部副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今

年计划通过成立再生资源循环合作社、投资商

铺等方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鲁志荣说：“农村缺人才是客观现实，关键

是要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搭建起人才返乡

创业的平台。”

麦田绿意无边，村里整洁亮丽。在奇台县

腰站子村，30 岁的韩乐在村游客接待中心忙碌

着，餐桌上一盘盘特色过油肉拌面引人垂涎。

“让小麦长成大产业，既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也为年轻人留在村里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唐培科望着不远处的面粉厂、挂面厂说。该村

在打造小麦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绿色产业链基

础上，利用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成立全体

村民入股的新疆丰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 1000 多万元建设了村史馆、游客接待中

心、美食广场、特色民宿、麦田公园、有机农

产品观光工厂等旅游项目，为年轻人拓宽了施

展才能的舞台。目前，该村有 130 多名村民在

合作社、村办企业等平台实现就业创业。

为破解农村人才短缺难题，昌吉州鼓励支

持像周凤梅、韩乐一样的人员返乡创业，并在

返乡创业人员中有序培养后备党员，培养村级

人才后备力量。通过实施“千名大学生赴基

层”计划，昌吉州吸引了 1135名大学生到村工

作，推动村级人才队伍从“老龄化”向“老中

青合理搭配”转变。

激发村民参与热情

不久前，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中沟一村的818

名村民每人收到了 3770 元分红。同样的场景，

也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上三工村上演，这里的

737名村民每人分红 420元。村民在村委会活动

室欢聚一堂，签字、按手印、数钞票……分红

成了村里的一件喜事，村集体经济发展也成了

村民谈论的热门话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激发村民参与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昌吉州抓住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牛鼻子”，多举措调动村民积

极性。

摸清“家底”才能为改革打好基础。昌吉

州严格按照产权归属，摸清了全州 73 个乡镇

（涉农街道）、463 个行政村的“家底”。据统

计，昌吉州农村资源性资产 1088.61万亩；非经

营性资产 43.57 亿元，经营性资产 24.14 亿元。

对于长期拖欠的集体资金等“沉睡资产”，昌吉

州通过村党组织牵头、村干部与党员带头，对

侵占集体资产、损害集体利益行为进行专项清

理整治。全州清理集体土地和低价承包地 118

万亩、草地 119 万亩，回收陈欠款 2982 万元，

集体经济组织增收3.8亿元。

在摸清“家底”后，昌吉州积极推动“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采取“量化到人、固

化到户”方式，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增加农牧民财产性收入。

各村通过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明确设置不低

于 30%的集体股份、经营收益按村和村民小组

两级来核算，形成了“村党组织领导、村社职

能分离，行政村级建设、统筹生产经营，资产

集体所有、成员按份共享，统一财务管理、村

组两级核算”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现在村里有多少‘家底’，大家一清二

楚。”68 岁的董家湾村村民王惠琴说，“大家都

领到了股权证，分红一年比一年多，参与村里

的各项活动有了积极性。”目前，昌吉州 463个

村 68.89 万 名 农 民 当 上 了 股 东 ， 发 放 股 权 证

21.33万本，股本总额23.94亿元。

昌吉州还健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奖励机

制，推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与村级组织

“星级化”考核一体实施，绩效报酬一体发放，

解决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问题。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资源变成了资

产，让村民变成了股东，调动了村民参与集体

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增强了村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村集体经济的实力，我们发展集体经济的劲

头更足了。”吴长伟说。

鲁志荣告诉记者，目前，昌吉州 27个集体

经济“空壳村”全面清零，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5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216个，收入100万元以上

的村达到 143 个，增强了村级组织自我保障、

服务群众、产业发展的硬实力。全州率先实现

分红的村 29 个，累计分红 5233.88 万元，增加

了农牧民财产性收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空心化空心化””问题凸问题凸

显显，，更是带来一些集体经济更是带来一些集体经济““空壳村空壳村””。。在新疆昌吉州便存在着这样的难在新疆昌吉州便存在着这样的难

题题，，如何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问题如何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问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越来越越来越

多的村庄寻找着适合自身的办法多的村庄寻找着适合自身的办法。。作为国家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作为国家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点，，昌吉州在增强农村集体经济昌吉州在增强农村集体经济““造血造血””能力上探索出了一条怎样的路径能力上探索出了一条怎样的路径？？

集体经济“空壳村”清零靠什么
——新疆昌吉州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调查

激发农村集体经济

活力，除了顶层设计的

“千条线”，还需要基层

的“一根针”来解决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

题。昌吉州通过建强村

级党组织，发挥村级党

组织“领头雁”作用，

让农村改革有了“主心

骨”；通过组建股份经

济合作社，发展村集体

经济，给农民分红，切

实保护了农民利益。

农村集体经济的壮

大，需要在村级党组织

和农民之间建立连接机

制。为此，昌吉州借助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契

机，将村集体经济发展

与村民利益联系起来，

与乡村振兴联系起来，

形成“人人关心、人人

参与、人人享有”的发

展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的壮

大，不仅需要唤醒资源

的能力，也需要统筹用

好各类资源的功夫。昌

吉州在围绕土地做强

“农”字号的同时，通

过“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等形式，畅通

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机制，探索多种形式的发

展模式，不断做大村集体经济“蛋糕”。

但也要看到，激发乡村壮大集体经济

内生动力，还需要在产业多样化、税收优

惠等环节实现对集体经济相关产业的精准

扶持。要在增强农业产业化基础上，引导

加工企业重心下沉，培育引导农业向高附

加值产业链延伸，把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值

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大力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需求，形成乡村和城

市的良性互动。相信随着乡村“造血”能

力 的 不 断 增 强 ， 农

村 将 会 成 为 创 业 兴

业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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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县腰站子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奇台县腰站子村集体经济壮大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呈忠马呈忠摄摄

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的馕产业园内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的馕产业园内，，村民在村民在““家门口家门口””打馕增收打馕增收。。何何 龙龙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