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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董峻)眼下各地正
在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深化农
村改革重点任务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
支撑，这项改革 2015 年至今给农民带来哪些收益？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如何？记者日前随台盟中央调研
组赴安徽进行了采访。

这次调研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台盟中央开展的
2018 年民主党派大调研。据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
锋介绍，这次调研是台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
行动，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献计出力。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
地。从当年“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如今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分红利”，小岗村正在探索一条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新路。

“当年搞‘大包干’，‘分’得比较彻底，虽然经过近 10
年的投入积累，集体经营性资产仍然很少。”小岗村党
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优先发展集体经济，集体收入
增长与村民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成为我们推进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原则。”

在清产核资和界定成员身份基础上，小岗村组建
了集体股份合作社，入股了此前村里开办的小岗村创
新发展有限公司，以这家公司为载体经营集体资产，经
营利润按占股比例分配给集体股份合作社，合作社提
取公积金、公益金后按章程给村民分红。

小岗创发公司充分发挥集体资产和品牌运营作

用，通过合作经营、品牌入股、招商引资，不断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2017 年，小岗村的集体收入达 820 万
元，投入了 98 . 9 万元免费给全村村民办理新农合、
新农保和政策性保险，平均每个村民获益 230 多元。

今年 2 月 9 日，小岗村进行了第一次集体资产
股份合作社的分红。每个集体组织成员得到了 350
元。小岗人实现了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人人
分红”，真正成了集体资产的主人。当年“大包干”带
头人之一的严立华，全家 6 口人领了 2100 元。

李锦柱说，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选举产
生了理事会、监事会，重大事项须经社员代表会议讨
论决定，提高了村民民主意识，村民自治落到了实
处。而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提升了村“两委”的凝
聚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
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
行机制。小岗村的实践探索，走在了这项改革前列。

2016 年以来，小岗村所在的滁州市以盘活农村
资源、资产、资金这“三资”，激活农民土地承包权、住
房财产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三权”为目标，不断探
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增
长渠道。

据滁州市副市长赵鲲介绍，目前全市已完成
170 个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任务，量化
资产 4 . 07 亿元。像小岗村一样，全市 50 . 6 万农民
成为集体资产的股东，17 个村累计分红 847 . 7 万
元，改变了过去集体资产“人人有份”实际却“人人无

份”的困境，农民群众获得感增强了。
在农民分享改革红利的同时，滁州市的村级集

体经济也逐步壮大起来。截至 2017 年底，全市 771
个年经营性收益在 2 万元以下的“空壳村”已经全部
“脱壳”，村级集体经济总收益达 1 . 07 亿元，同比增
长 44%；村均收益达 10 . 3 万元，同比增长 43%。

目前，安徽省已有 1061 个村完成了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共量化集体资产 70 多亿元。在此基
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索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有
偿退出、担保、抵押等更多权能，天长市作为全国第
一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之一，围绕“扩
权赋能”，提高农民股权“含金量”。这个市把农村集
体资产股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捆绑抵押贷款，创设
了“农权贷”融资产品，目前累计发放 218 笔、2362
万元贷款。

资产要真正“活”起来，交易市场不可少。六安市
金寨县在推进改革中设立了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
中心，功能包括资产评估、产权交易和资产收储等，
形成了“多个服务窗口、多品种产权交易”的一站式
服务体系。通过金寨县农村产权交易网发布的待流
转信息目前已有 4170 条，涉及土地面积 6 . 22 万亩。

据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介绍，这个县还开展了
农地承包经营权及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2017 年全县“两权”贷款累计 3054 万元。同时，对宅
基地制度改革中腾退复垦的 3 . 7 万亩宅基地产权回
归村集体所有，既解决了美丽乡村、公益设施等建设
用地指标紧张问题，又通过结余指标交易为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筹集了资金。

盘活农村“三资”，激活农民“三权”
安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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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川南宜宾县一处山坡上的林子里，村民
们用吹风机把落叶吹到一块，然后装袋、运输。依靠这
些残枝枯叶，当地村民近年来开始“挣大钱”。

“现在坡上是林子，林下是‘银子’。”四川省宜宾市
宜宾县隆兴乡和丰村村民范德昌说，林下的“银子”就
是那些落叶。“这些落叶是油樟树叶，这个季节，几乎家
家户户都在收集。”范德昌说，去年他依靠这些落叶纯
收入达到 10 万元。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依靠油樟树
落叶，和丰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 . 4 万元，总产值
实现 1000 多万元。

油樟树已成为村民的宝贝。范德昌说，他原来承包
的 50 亩荒山，经过每年栽种，现在已变成成片的油樟
树林。

这些落叶为何这么值钱？原来主要是樟叶油值钱。

村民们把油樟树落叶收集到家中，通过蒸煮，这些樟叶
里面的油便被分离出来。范德昌告诉记者，今年油价达
到 60 多元一斤，他家收入 10 万元又不成问题。

油樟树不仅让当地村民致富，也让周边乡镇村民
有了务工机会。4 月中旬，范德昌就请了 8 位村民帮捡
油樟树落叶。村民伍申宽吹树叶一天能挣 100 多元。给
落叶装袋的隆兴乡越溪村村民刘正琴，以前在广东务
工，现在这里一天能挣 120 元。

宜宾县油樟树核心区分布在岷江支流越溪河沿岸
9 个乡镇，这些地方以前也曾种过茶树，但由于效益不
高，就改种油樟树。“宜宾县特别适合种植油樟树，这是
我们乡村振兴的独特产业优势。”宜宾县林业局总工程
师王恩平说，全县油樟树面积在 2017 年底达到了 32
万亩，年产樟油 1 万余吨，综合产值达 14 . 8 亿元。

宜宾县经济商务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宋涛
告诉记者，县里正引进 3 家精深加工企业，深度开发樟
油终端产品，延长产业链条。“油樟产业要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村民增收致富才能得到长远保障。”

(记者周相吉)新华社成都 4 月 18 日电

川南宜宾县乡村

落叶也能挣大钱

4 月的川东北，万象更新，记者在南充市听说一件
新鲜事——— 高坪区走马乡的基层干部，一到逢场天就
跑到“民情茶室”，一坐就是大半天。

记者悄悄来到走马乡文化站，“走马民情茶室”的
牌子映入眼帘。茶室里座无虚席，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
大伙围在中间，老乡们手中的茶水已经泡得发白，却没
有一个人离开。

从农村婚恋问题到流动人口的管理困难，再到干
部作风……主讲人南充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灯
说，这里说的都是大实话，办的都是身边事。记者看到，
老乡们个个聚精会神，还不时接过话茬发表意见。

走马乡位于秦巴山区的丘陵地带，地处偏远，人均
耕地仅半亩，基础设施落后，多年来，生活看不到起色
的老百姓心里一直有股怨气。

“过去那些年，干部在东边做工作，我就在西边‘挖
墙脚’，干部在房前做工作，我就在屋后‘拖后腿’。丈量

土地不配合、拆迁会议不参加、机器推土不让路。久而
久之，我就成了‘曾钉子’。”村民曾家正笑着说。

走马村村支书杜涛往老曾杯里添上了水，接过了
话茬：“基础条件不好是一方面，过去我们的工作方式
也有问题。政策一到基层就被放在了文件柜里，没进到
群众心里。”

走马乡党委书记陈小琴在当地已经工作了 8 年，

说起“民情茶室”很是感慨：工作方式简单、政策宣传
不到位造成的误解和断章取义，是农村矛盾发生的
主要根源。今年以来，乡里开了不下 50 次群众工作
“坝坝会”。“我们想提供一个既能传递党的声音、又
能倾听群众意见的接地气的平台，乡党委一合计，决
定开设一个‘民情茶室’。”她说。

每到逢场天，茶室为老乡们提供免费茶水，全天
开放。村支书、老党员、退休干部都来到茶室，还有专
人在“民情台账”里详细记录下大大小小的群众诉
求。

仁佛寺村的李树兵是“民情茶室”的第一批“茶
客”，51 岁的他因为残疾，生活困难。3 月 8 日，他到
茶室反映情况后，有关人员立刻将情况反映到乡上
和村上，很快落实了低保，乡民政所还出资为他租赁
了住房。

“曾钉子”也成了“民情茶室”的老茶客，过去认

为新来的女书记“吹牛不打草稿”，现在看到村里的变
化，心里的疙瘩自然解开了。现在，他成了党委政府的
“真粉丝”，还加入了感恩奋进宣讲队现身说法。

陈小琴说，不久前，走马乡决定发展 1 . 5 万亩晚
熟柑橘基地，去做群众工作时，出人意料地顺利。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不是党委政府的独角戏。沟
通顺畅了，道理明白了，老百姓才能成为这台戏的主
角。”陈小琴感慨，有了宣传政策、澄清是非、传播正能
量的“民情茶室”，干群关系和谐了，老百姓内生动力调
动起来了。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唐义表示，“民情茶室”
是基层群众工作的方式创新，接地气，是了解民意、解
决民困、释放民怨、凝聚民心的好窗口，对于培养群众
的感恩奋进意识，激发自我发展能力起到了积极作
用。

(记者吴光于、陈地)新华社成都电

说大实话办身边事，了解民意解决民困释放民怨凝聚民心

南充：“民情茶室”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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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时节，记者踏上湖北
荆门市乡村大地，眼前是一幅幅新
农村美景。

在钟祥市胡集镇湖山村，记者
看到，宽阔的水泥路两边，红叶石楠
如火。崭新的老年公寓、双语教学幼
儿园、党员群众活动中心……引人
注目。

6 年前的湖山村可不是这样
的，那时村里没有水泥路，没通自来
水，村委会没有办公地点。2011 年
底，在外工作、创业 30 年的郑雄回
到湖山村参加选举，高票当选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向乡亲们
承诺，要让湖山村富起来、美起来。

湖山村实施“三步走”振兴乡
村：加强村级领导班子，清理盘活村
集体资源、资产、资金，以高效农业
与休闲农业为主发展村级经济。老
党员李国全对记者说，现在湖山村
成了一个花园式村庄，农民人均年
收入 2 . 2 万元，村民感到十分自豪。

生态种养，三产融合，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在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
2014 年起引入湖北水云山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全村 7400 亩土地
以每年每亩 1000 元流转费，流转给
公司，建成莲藕、水产、花卉苗木基
地，农民在公司上班；实施迁村腾
地，全村 410 户农户全部搬迁入住
新居。

“农户全搬迁、土地全流转、农
民全就业，村民是农民，又是公司员
工，收入来源多样化。”郭店村党支
部书记谢莫国说，“产业融合，让村
民富起来、村庄美起来。”

在钟祥市客店镇南庄村、明灯
村，所见并非规整的新社区，也不全
是小洋楼，还有不少老瓦房，却很有
美感。在明灯村，形态各异的石头刻着二十四节气农
事，石磨、石磙摆在打谷场边，牛栏、猪圈、鸡舍原貌留
存，闲置的犁、耙、耖挂在墙上。坐在村民建在自家屋中
的茶坊，边喝茶，边欣赏田园风光，还可听“犁耙水响”。

客店镇党委书记朱克举说，这些村就地取材、就势
造景，“各美其美”，各显自然风貌、人文习俗，与生产生
活相融合，传导浓浓乡情村味。

(记者俞俭)据新华社武汉 4 月 18 日电

慈溪提升改造

扮靓千年古镇

▲大图：空中俯瞰慈溪市鸣鹤古镇（4 月 17 日无人机航拍）。

小图：4 月 17 日，志愿者正在慈溪鸣鹤古镇内的配电箱上进行手绘美化，让配电箱与美丽古镇相融合。

拥有 1200 多年历史的浙江省慈溪市鸣鹤古镇，经过近三年的古镇提升改造工程，焕发新生机，展现出秀
美的古镇面貌，吸引了日益增多的游客到访。近年来，慈溪市政府加大历史文化村落和特色村落的保护及提
升改造力度。2018 年，慈溪将按照全域景区化和村庄景区化要求，全面推进美丽乡村精品示范工程，计划“十
三五”期间共培育精品村 11 个、示范村 15 个、建成 100 个美丽宜居村。 新华社发（姚科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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