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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红立

山高为嵩。

“陆浑山好明如画，伊水波澄绿似

苔。”山川地理，造就了嵩县“九山半岭半

分川”的地貌，森林覆盖率达71.12%，拥有

1300余种中药材。

嵩县美在名山秀水、文化遗存、资源

优势，却又受制于山川，交通、农业等短板

和曾经的粗放式发展，使得嵩县成了“国

字头”的贫困县。

群众穷，集体空。2019年，洛阳市社

会科学院抽查调研25个样本村，收入最低

的是嵩县，平均8.2万元，与最高的栾川县

31.68万元相差23.48万元。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嵩县深入贯彻

“两山”理念，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面实施“生

态立县、产业强县、旅游富民、民生为本”

四大战略，2020年2月，如期实现了脱贫

摘帽，而且形成了“林、药、烟、牧、菌、桑

蚕”六大特色产业布局，“天蓝、水清、城

美，农业兴、农民富、农村美”的乡村振兴

新图景初现。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2021年9月，洛阳市委明确把乡村振

兴作为全市“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提出了

按照坚守防止返贫底线，突出“三清两

建”、乡贤返乡、乡村运营、集镇建设、“三

变”改革五大抓手，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保

障的“一条底线、五大抓手、一重保障”的

“151”乡村振兴工作举措，开启洛阳乡村

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

洛阳“151”乡村振兴工作举措紧扣乡

村振兴大局，锚定方向，绘出路径，为全市

乡村全面振兴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

嵩县围绕“151”工作举措，紧紧扭住

“集体”两字，结合“五星”支部创建、特色

农业产业、乡贤返乡、乡村运营、“三变”改

革等举措，同向发力，探索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新举措，在盘活农村资源要素上做文

章，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做文章，在结合乡

村产业发展上做文章，在促进农民共同富

裕上做文章，发展高质量、低风险、可持续

的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一路领跑！

“三变”改革：盘活资源

6月17日，河南省气象台持续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

大关。

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98%的森林覆

盖率遮挡了太阳，山泉溪水吸收了阳光的

燥热，行走在林木环抱的村落，有一种凉

飕飕与世隔绝的清爽感觉。

“我们这里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26摄

氏度！”33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瑶瑶说，他

们村是一个整建制的“3A”景区，是“国家

森林乡村”“河南省水美乡村地”。

张瑶瑶，复员军人，在白云山景区干

过经理，洛阳林安汽车城公司来到天桥沟

布局“白云小镇”，选中了这位年轻人，一

干就是5年，2021年2月，32岁的张瑶瑶

当选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天桥沟村位于5A级景区白云山下，尧

栾西高速公路和311国道穿村而过，有7个

村民组，2014年的贫困发生率为19.8%。

在脱贫攻坚战中，该村从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美丽乡村入手，提升资源吸引力，

引来市场主体开发村庄。2014年年底，引

来洛阳林安汽车城公司慕名投资，建成了

集旅游观光、休闲、民宿等于一体的“白云

小镇”，创造了“游白云山、住天桥沟”旅游

品牌，2020年旅游收入达到214万元。

“‘白云小镇’带活带富了天桥沟，但

村子北部的3个村民组却收益不大！”张瑶

瑶说，真正的变化是洛阳市“151”乡村振

兴工作的举措，“三清两建”的核清资产让

村集体资产“底清账明”，也为北部3个村

民组的资源对接市场铺平了道路。

顺势而为，天桥沟村引进河南华若文

旅有限公司，成立华若百旺合作社，在北

部3个村民组开发建设民宿。

村里聘请资产评估公司对资产进行

评估，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其中

耕地62万元、林地600万元、房屋及附属

物125万元、其他303万元，资产总体估值

1090万元。

合作入股，“三变”改革实现了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民宿项目，公司投资1500万元、占股

75%；村（组）集体整合项目资金10万元以

及集体资产作价40万元入股、占股5%；村

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地

面附属物作价入股450万元、占股20%。

目前，村民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地租收入，即村集体流转124亩耕地，

交由华若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按照每亩最

低600元/年向村民支付租金；二是工资收

入，即村民在合作社务工，合作社按照男

工90元/天、女工60元/天的标准记工分，

年底兑现工资；三是分红收入，即民宿项

目运营收益后，根据股份分配收益。

2021年，天桥沟村集体收入13.07万

元。“今年预计收入突破20万元。”张瑶瑶

说。

嵩县城关镇的叶岭村，距离县城3公

里，岭上可俯瞰陆浑水库万顷碧波，远眺

嵩县县城美景和九皋七峰高天流云，但当

地农民，素来以在田地里刨食为生。

同样是“三变”改革，让叶岭村的群众

在田地里“刨”出了生活的新花样。

叶岭村有2500亩土地，地处丘陵，靠

天吃饭。

村里以嵩县发展省级中药材示范园

为依托，调整产业结构，成立合作社，首批

流转1023亩土地，发展丹参种植。收获

后，按照合作社继续发展资金占比40%，

合作社管理人员补助占比10%，村集体经

济占比20%，流转土地群众分红占比30%

的“四方收益保障”，形成了“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特色产业发展链条，实

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三变”改革成果。

流转土地后，集体实现量差，增加土

地53亩，利用丹参种植，发展养蜂产业，发

展游学、婚纱摄影基地等项目。

“去年，俺村的集体收入靠‘外生型’

的光伏和县财政整合资金的大棚，仅有3

万元；今年，将突破85万元！”村党支部书

记董广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丹参两年生，今年没收益；但集体土

地的53亩地，地租2.65万元；丹参蜜，已收

获3700斤，净收益25.9万元；丹参种子，

每亩地收获8斤，每斤可卖100元，除去人

工费用每亩地300元，1076亩丹参种子预

计可获得收益53.8万元。

“2023年，丹参收获，村集体收入将突

破200万元！”董广聚说，现在群众要求流

转土地热情很高，剩余的1400亩土地马

上流转到位，叶岭村的未来都在土地上！

乡村运营：激发活力

“十根手指不同长短，各镇各村资源禀

赋各异。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没

有‘万能钥匙’，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发展

新路径、新模式，每个村环境不同、基础不

同，不能指望‘一张方子’包治百病。”洛阳

市政协副主席、嵩县县委书记宗玉红说。

车村镇龙王村，红二十五军战斗旧

址，4A景区木札岭所在地，深居秀美沟

域，藏身绿水青山，龙王村的美不加修饰

便已动人。

6月18日，龙王村目之所及皆是农家

宾馆和纷至沓来的游客：旅游产业在这里

风生水起。

“这里85%以上村民都从事旅游服务

业，现已建成农家宾馆138家，床位万余

张，是洛阳市名副其实的农家宾馆第一

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丙申说。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切忌好高骛

远、急功近利，要紧跟时代步伐，要脚踏

实地全身心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要充分运用‘乡村运营’的理念，深

度挖掘集体经济项目的附加值，激活资

源、资产、资本要素，加快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的速度。”这位曾被国家旅游局

授予“中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荣誉称

号的王丙申书记，谈起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头头是道。

龙王村以资源入股，投资木札岭景区，

不仅有2%的门票收益分成，还投资运营景

区内玻璃吊桥、上山云梯和玻璃滑漂等项

目；整合村集体建设用地，入股木札岭养生

度假区的温泉和民宿项目；整合提升农家

宾馆，入股成立洛阳木札岭红色精神培训

中心……2021年，村集体收入23万元，实

现了村集体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龙王村通过“运营乡村”激发了资源

的活力，而位居陆浑水库的陆浑村通过挖

掘资源，前置“乡村运营”，实现了资源要

素活力的凸显。

（下转第二版）

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河南省委一号文件

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

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探索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推进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全省有

集体经营收益的村达80%以上。

如何走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之路？嵩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基础上，以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作

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紧紧扭住“集体”

两字，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新举措，

在盘活农村资源要素上做文章，在创新

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上做文章，发展高质

量、低风险、可持续的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短

短两年，嵩县新型集体经济形成了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多种业态、全方位发展

的良好局面，集体经济发展提速增效，

预计今年该县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

入超过10万元。

夯实集体经济家底，是乡村振兴的

必由之路，嵩县的做法值得肯定。

盘活资源是基础。嵩县的资源盘活

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那就是他们的青

山绿水。乡村运营是手段。嵩县对乡村

进行市场化运营，政府不再大包大揽，通

过与乡村运营团队合作，以市场的逻辑、

资本的力量，激发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让村集体

经济“满血”发展。“书记工程”是保障。

嵩县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书记工

程”，足以显示领导的重视水平。领导重

视、制度保障，就注定没有办不成的事、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集体有、跟党走”，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这是乡村振兴的力量之基。

嵩县 夯实集体经济“家底”

本报讯 6月29日，省农业农村厅举办

第二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河南赛启

动仪式暨创意设计网络论坛，安排部署第

二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河南赛相关

工作，邀请印迹乡村创意设计专家分享创

意设计理念。

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是农业农村

部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

署和要求，组织开展“印迹乡村文化工程”

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鼓励各类人才支持

乡村建设行动，以创意设计大赛促进对优

秀传统乡土文化的挖掘、继承、创新，更好

地服务现代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建设美丽

宜居宜业乡村。

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设计河南”建设，引导广大设计

人员深入挖掘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乡村多

元价值，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宜居宜业乡村建设，根据农

业农村部相关工作安排，我省组织举办第

二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河南赛。大

赛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乡

村振兴局、河南日报社共同承办。

河南省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正处级

干部武国兆介绍，本届大赛以“创意发掘多

元价值，设计引领未来乡村”为主题，采取

基础赛道加专项赛道的设置方式，突出对

乡村建设行动的支持作用。基础赛道围绕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乡村建设任

务，综合作用多学科设计理论、方法和工

具，创意导向和应用导向相结合，把文化、

艺术、科技融合起来，通过设计引领未来乡

村发展。专项赛道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在

乡村非遗文创、数字乡村、食品与包装、民

宿、品牌等方面设置多个赛道，强调需求导

向，体现对乡村文化、社会环境、应用场景

的深刻理解和专业设计能力。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刘保仓说：“乡村设计是设计河南的重要

内容，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加强乡村风貌

设计，加强乡村建设设计，加强农业创新

设计，推动乡村产业融合设计，加强农产

品品质提升设计，推动农业园区设计，加

强农产品品牌打造设计，加快培育市场主

体，大力引育设计人才，开展乡村设计示

范活动。”

2021年，第一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

赛河南赛在郑州成功举行，评选出42份获

奖作品，其中，特等奖1个，一等奖4个，二

等奖14个，三等奖17个，优秀作品奖8

个；河南与全国其他7个省市区、高校获得

优秀组织奖；郑州市农委、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等12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郭爱

和、彭志华获得特殊贡献奖。 （于涛）

第二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河南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 月 29

日，河南省7项重点水利工程暨南阳

市汉山水库工程开工仪式在方城县

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仪式并宣布开

工。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稳住经济大盘的部署要求，我

省 6月下旬集中开工了汉山水库工

程、前坪水库灌区汝阳供水工程、黄河

三门峡水库清淤试点工程、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农村供

水四化试点县项目、黄河下游引黄涵

闸改建工程、新乡市四县一区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等7项重点水利

工程。7项工程总投资576亿元，既有

洪水控制、水源调蓄的重大节点工程，

又有城乡供水、引水灌溉的输配水工

程，建成后可恢复和提升供水能力

13.3亿立方米，发展和改善灌溉面积

855万亩，年新增粮食10.5亿公斤，增

加生态补水能力1.8亿立方米。

近年来，我省已谋划实施1724个

“四水同治”项目、完成投资 2860亿

元。“十四五”期间，我省共谋划实施25

项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2014亿元，

目前已开工12项。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
峰赵尚元）“在化工市场迅速复苏时，

邮储银行为我们雪中送炭，及时提供信

贷资金支持，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6

月27日，河南省恒信阳光实业有限公

司徐灿感激地说。

据了解，该企业是台前县的省级科

技创新型企业之一，主营油田化工助剂

制造和销售。前不久，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该公司接到几个大订单，资金

需求量大，企业生产运营面临困境。邮

储银行台前县支行为该公司授信信用

类“专精特新贷”200万元，这笔无担

保、利率低、放款快的专属信用贷款解

了企业发展资金难题。

今年以来，台前县采取多项措施惠企

纾困，激发市场活力，结合《河南省“专精特

新贷”业务实施方案》及相关细则的通知

和“行长进万企”活动，积极引导各金融单

位主动认领“专精特新”和科技创新型企

业名单，认真了解“专精特新”和科技创新

型企业的发展现状、企业需求和企业规

划，及时为企业提供专属信用贷款。

“我们将加大对‘专精特新’和科技

创新企业帮扶力度，提供专业化综合金

融服务，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稳

定经济大盘。”台前县金融工作局负责

人顾朝磊说。

值得肯定的嵩县做法

两稳一保精准发力

台前县

“专精特新贷”解企业急难

我省7项重点水利工程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王潇影）6月28日，走进新蔡县关津乡

牛湾村千亩荷塘，空气中弥漫着荷花的

清香。牛湾村第一书记谢云顺手从荷

塘里采下一个莲蓬，兴奋地告诉记者：

“今年莲蓬长势不错，粒大饱满，每天都

有不少游客到这里赏荷花、吃莲子、拍

美照！”

像谢云一样，在新蔡县，广大驻村

干部把农村当热土，用辛勤的付出助力

乡村振兴。

近年来，新蔡县委组织部不断建立

完善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加强能力培训、

管理激励、保障关爱和宣传引导，将驻村

帮扶工作重点由“选优派强”向“管训促

用”转变，发挥驻村工作队尖兵作用，推

动驻村干部沉在村里、干在一线，担当作

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该县出台考核办法，明确驻村工

作纪律、管理保障及考核等重点内容，

为驻村干部履职尽责提供遵循。举办

全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驻村干部培训

班，围绕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等方面进行授课，对423名

县派驻村干部进行了培训，推动驻村

工作队提升政治站位，提高服务本

领。同时积极为驻村干部提供充分保

障和支持，激发驻村干部扎根基层一

线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干劲，奋力谱写

乡村振兴新篇章。

新蔡县完善驻村帮扶工作机制

激发乡村振兴组织动能

点评

6月28日，尉氏县张市镇榆林郭村村民在展示刚采摘的桃子。近年来，尉氏县

依托万亩优质桃园，打造出“三至四月赏桃花，五至十月品桃子、一年四季吃农家菜”

的乡村游产业模式。 李新义摄

□省农业农村厅集体经济指导处荣姣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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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产业火了乡村游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央组织部最

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

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比上年净增343.4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93.6万个，比上年净增

11.7万个。

党员队伍规模进一步壮大。党员总数比上

年增加 3.7%，比党的十八大召开时增加

15.9%。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发展党员总量调

控，党员数量稳步增长。2021年，隆重庆祝建党

100周年，充分展示了百年大党的青春活力，各

行业各领域的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党，全年新

发展党员438.3万名，比上年增加195.6万名。

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巩固。全国共设立

基层党委 27.8 万个、总支部 31.6 万个、支部

434.2万个，组织设置更加科学规范。在党中

央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指引下，各领域基层

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进一步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

党员9671.2万名 基层党组织493.6万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持续壮大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