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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传真一线观察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王胜辉

这家“银行”存贷的是土地

“土地银行”的真正名称叫“河南汇农
土地流转发展有限公司”。4月 16日，公
司负责人郭彦杰向记者介绍说，之所以叫

“土地银行”，是因为公司以开展农民土地
“存入”和“贷出”为主体业务，其运作模式
同银行相似，只不过存贷的不是货币，而
是县域内的耕地。

“这是我们根据全县农业生产经营实
际而采取的一项创新举措。”临颍县县长
王继周说。

2015年之前，临颍县土地流转以户
对户流转为主，50亩以上规模流转面积
不到总体流转面积的20%，经营零散化，
流转效益低；流转不规范，口头协议多，书
面协议少；流转期限短，一般一年一转
包。王继周介绍说，“农民也好，大户也
好，都有顾虑，谁也不肯在土地上多投
入。这种分散经营和随意流传还导致耕
地保有量减少、非粮化倾向凸显等问题。”

为破解农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地块
碎、劳力弱、缺投入、缺服务”等制约，打造规
范有序、流转顺畅的土地流转平台，2015年
3月，临颍县以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服务对象，在全省首家探索成立了“河南汇
农土地流转发展有限公司”——俗称“土地
银行”，其中政府占股87%，其余为11家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出资参股。

临颍县天健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仝
海亮就是土地银行的受益者之一。“有了土
地银行，我再也不用一家一户来回跑了！”
仝海亮说，原来他租地，至少需要提前2个

月一家一户做工作签合同。“土地银行”成
立后，他一下子拿到3000亩地，现在他的
合作社土地经营规模已经达到6000亩。

对于60多岁的临颍县繁城镇尼庄村
村民代桃立来说，“土地银行”也解除了他
的烦恼。“孩子们都在外打工，家里的地没
人种，租给别人也就三四百元，遇到年成
不好租金还要打折，有时还有纠纷。”代桃
立说，自家的 5亩耕地存入“土地银行”
后，每年每亩地的租金都在千元左右，“这
下可省心了，平时还可以给合作社打打零
工，挣点外快。”

有了土地银行这个中间桥梁，双方的
顾虑解除了。农户们大胆存“地”，旱涝保
收；大户们可以放心经营，增加土地投入，
土地流转难题得以有效破解。统计显示，
临颍县“土地银行”目前已存贷土地总量超
过25万亩，占全县流转土地面积的５０%。

能否解决“钱”的困扰

既然叫“土地银行”，解决了“地”的问
题，还能否解决“钱”的困扰？

出临颍县城沿107国道向北不远，便
是临颍县固厢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管理的
颍北现代农业园区。这是一个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总占地面积6000亩。公司负
责人高弘德说，园区目前经营良好，计划
再流转土地5000亩。高弘德的底气，就
来自“土地银行”。通过“土地银行”，这家
公司轻松融资3000万元，用来租赁土地
和发展生产。

新型农业主体想扩大生产经营，通常
面临资金紧缺的尴尬。在农村土地经营
确权证大多还未发放、没法进行抵押贷款
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融资抵押和担保的难题？临颍县“土地
银行”的办法是：以政府保证金作后盾，通
过办理大经营权证作抵押，让经营主体在
缴纳30%保证金的前提下，协调农业发展
银行提供70%的融资服务，并按照“保本
微利”的原则，收取不超过农发行基准利
率3个点的利息差。

临颍县农发行副行长王林涛介绍说，
由于土地目前还没法转化为资产，一旦贷
款出现问题，银行也不可能处置土地，所
以银行对单个农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
高。通过“土地银行”来放款，银行放心，
同时也解决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变现难
题。这两年，他们先后给“土地银行”提供
贷款 2.43亿元，通过他们成功支持 30多
个500亩以上规模农业大户稳健经营。

尼庄村的武闯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王武闯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2015
年，他通过土地银行贷地 1017.44亩，按
照每亩800-900元的价格，大体需要100
万元，但他只需交30%的资金即30万元，
剩下的 70万元由“土地银行”帮助贷款，
他按月利率千分之六支付利息，贷款本金
在合同生效一年后付清就行。今年贷款
到期后，他再次续签了合同。“如果不是这
70万元贷款，我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么多
地。”眼下，王武闯的租地规模已达1800
余亩。

服务“三农”的创新平台

毫无疑问，“土地银行”在土地流转和
融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靠什
么盈利，怎样实现持续发展？

“‘土地银行’的发展定位是联结全县
农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金融机构的桥

梁纽带和服务平台，其生命力和赢利点也
在于服务。”郭彦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汇农公司的业务绝
不仅仅是存贷土地和融资，还囊括包括
耕、种、管、收、贮、销等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相关的各种服务。例如，与河南汇众基业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联合开展粮田测土配
方施肥服务；与漯河天健农机合作社合
作，成立航空植保服务队；与晋开集团合
作，为农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化肥等农资服
务；与顺河源丰家庭农场合作，购置大型
烘干塔等等。“一次可烘玉米140吨，4年
就能收回成本。”郭彦杰指着不远处的烘
干塔胸有成竹地说。

土地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临颍县政府
的大力支持。全县整合了3个国有农场资
产，全部注入土地银行；县财政每年拿出不
少于1000万元充实到土地银行，公司利润
政府分红部分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增
强抗风险能力。在此基础上，县里还将千
亿斤粮食、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农
项目，优先摆放到已流转到“土地银行”的
耕地，为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当然，这种围绕农业规模经营开发
的田间作业、农资、农技、烘干等服务，目
前还是初步的。”临颍县委书记陈红阳说，

“我们将进一步坚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
服务创新，用市场化手段把‘土地银行’打
造成为服务‘三农’的创新驱动平台，为现
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省委党校教授王爱英认为，临颍县以
搞活农村土地经营权为核心，运用银行的
理念和机制促进土地、资金和各项服务资
源有序流动，探索走出了一条加快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新路子。7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4 月 16 日下午，安阳市群艺馆内歌
舞飞扬、笑声不断。安阳“中国梦·劳动
美”千场演出团的部分演员聚集在这里，
正在为接下来“五一”集中演出紧张排
练。前不久，安阳市正式启动2017年“中
国梦·劳动美”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没有
豪华布景，没有明星大腕，继 2016 年之
后，惠及古都百万群众的千场演出再度温
暖起航。

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已在安阳开
展一年有余。活动既有安阳市文艺界诸
多歌唱家、编剧、主持人等加盟，也有来
自基层一线普通职工群众的热心参与。
一年来，厂矿、社区、农村、学校和基层企
事业单位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千余名
演职人员深入基层、演在基层，深受群众
欢迎。全年原定演出1008场，结果演了
1090场，覆盖观众上百万，今年又计划演
出千场以上。

“千场演出”，在安阳为啥这么火？

“明天你们还来不来了”

文化下乡是件利民惠民的好事，但
在真正落实时，一些地方的效果却不太
好。演员累得够呛，群众还不爱看，文艺
演出变成了“文化盆景”。然而在安阳，
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赢得了当地基层群
众的一致认可。

去年 4 月，演出团队在安阳纱厂社
区开演，忽然下起瓢泼大雨，台上演员卖

力表演，台下观众也无人离开。更有职
工群众在雨中问道：“这么好的演出，还
送到家门口，明天你们还来不来了？”

“此情此景，让我深感责任重大。”
想起雨中职工群众那热切的眼神，安阳
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张艾敏十分感慨。
她回忆，在安阳市高庄乡，两个小时的演
出结束后，村民们还意犹未尽，都不肯离
开，非要让每个演员都再唱一段或再演
一个节目。所有演员只得又清唱了一到
两个曲目，演出从晚上 9点又延长到近
11点多……

“最累的时候，曾一个下午赶了三
场演出，到最后嗓子都发不出来声音

了。”小品演员苑丽珠说，“演出时，台下
一双双眼睛里，流露着激动和感激。我
告诉自己，哪怕今天只有一个村民，我
也要把角色演好。”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必须到生活中
去寻求养分。”安阳市爱心艺术团歌唱演
员欧阳一寒认为，“开展这种公益巡演，
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满足职工群众文化
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到观众中去砥
砺创作，实现演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

“群众爱看，我们就一直演”

对基层群众来说，越贴近生活的节

目，就越能引起强烈共鸣。因此，基层
节目，就要在“为民、乐民”上多花点心
思。

在节目编排上，演职人员一方面用喜
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递出去，一方面把职工自己的故事、经
历搬上舞台。小品《职工之家》讲述了一位
基层工会主席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的故
事，安阳市文峰区环卫处自编自演的小品
《谁最美》……

王平原，安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为活动编排了十几个小品。一个农民工
讨薪的真实事件，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从而写出小品《职工之家》。他不但亲自
参与小品的演出，还挑选和培养了几个
合作演员，大家边演边改，边总结边提
升，使这个节目成为最受大家喜爱的节
目之一。

“像这样真正接地气的下乡演出还
很少，基层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仍
然很匮乏”，他说，“我们愿意做开路人。
只要群众爱看，我们就一直演下去！”

“这些节目都是运用朴实而生活化
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反映出我们企业职工
的心声，特别是安钢艺术团表演的《咱们
工人有力量》，令人热血沸腾。”安钢集团
职工张帆对节目赞不绝口。

“职工编、职工演、演职工的形式非常
好，让俺们有机会走上舞台展示自己的风
采，也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了环卫工作
的艰辛。”安阳市文峰区环卫处工会主席
王娟说，“希望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继续
开展下去，让更多的基层职工有机会走上
舞台。”7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李世秀

“有了这个‘小微权力’清单，再也不用跑冤枉路，真是太方便
了！”4月 17日，南乐县居民王永利为女儿缴纳城镇居民保险费，
他按照县人社局公布的“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上的要求，准备好
相应资料，在便民服务大厅不到10分钟就把事情办完了。

王永利说的“小微权力”清单，是南乐县去年在全省创新实施
的规范基层权力运行的制度。该制度将50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小微权力”制成清单，织密制度的“笼子”，使基层干部行使权力
有约束、群众行使监督权有依据，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针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如何根治，基层权力如何运行等问题，濮
阳紧盯“微权力”，惩治“微腐败”，探索建立乡村综合治理新体系。翻
开南乐县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口袋书，小到户口办理、农村低保申
请、特困供养人员申请、临时救助，大到村财务开支、集体土地征收及
征收款发放、农村宅基地审批，涉及部门、工作方法、申请流程及所需
资料等，目录显示得一清二楚。群众一看清单，就知道所办事项的具
体步骤，并享有一次性告知、限时答复、按时办结等权利。

在濮阳县清河头乡桃园村村委会，整齐摆放着一叠《濮阳县
“三权三化”体系建设档案资料》，其中一本写着“集资盖楼解决宅
基地问题”，里面详细记录了事项决议的过程。该村村民孟运省就
是这个决策的直接受益者。

去年春天，在孟运省等村民的要求下，该村党支部经过数月考
察论证，提出了在现有宅基地建设楼房的提议。严格的“四议两公
开”程序后，当年11月，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村里事情的
决策过程，群众自己都明明白白。”孟运省高兴地说。

在清丰县，“监督执纪”与“互联网+”相结合，搭建起党风政风
电子监督平台；在华龙区，“小微权力”被搬上有线电视，群众在家
里轻点遥控器，便可知晓村里的“三务”信息，真正做到“足不出户
尽知村里事，不出家门监督村事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濮阳
坚持做到政策公开、权力公开、决策公开、结果公开，每月还确定一
天为集中公开日，公开晾晒“小微权力”运行情况。

“相比位高权重的高官巨贪，群众对侵蚀自己利益的‘硕鼠’
‘蚁贪’更加深恶痛绝。”濮阳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市通
过规范基层“小微权力”，压缩了基层暗箱操作空间；从惩治“小官
微腐”入手，严查集体“三资”管理、土地征收和惠农等领域贪污侵
占、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问题，改进了干部作风，切实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7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成安林

4月17日，一场春雨过后，阳光格外明媚。孟州市槐树乡万亩油
用牡丹竞相开放，大片白色花朵在绿叶的映衬下，形成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蜂飞蝶舞，花香袭人。如此美景，引得三五成群的游人驻足欣
赏，田间劳作的村民也在闲暇时，顺手拍张照片刷一下朋友圈儿。

槐树乡是一个省定贫困乡，位于孟州市西北部丘陵地区，旱地
多、地块小，水利条件落后。“‘小片荒、望天’地块就有2.5万亩，土
地流转不出，规模种植形不成，传统价值低，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
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乡长霍天德介绍说。尤其是全乡281名贫
困残疾人，劳动能力受限，每年经济收入更是甚微。

“男怕入错行，脱贫致富也需要选对路子。”长霍天德说，如何
选择适合乡情、民情、旱情的特色产业，帮助贫困户脱贫，乡里为此
动足了脑筋。了解到油用牡丹耐干旱、耐贫瘠、耐高寒，适合岭区
土壤种植、管理简单、经济效益可观等优势后，槐树乡确立了“绿色
发展、精准扶贫”的思路，决定引领群众尤其是贫困残疾人种植油
用牡丹脱贫奔小康。

槐树乡上汤沟村73岁的汤心祥，因为腿部残疾，家里一直贫
困。“想着油牡丹好管理，俺也能种，”他说自己前两年腾出4亩地
开始种植油用牡丹。“想不到这么赚钱，俺的穷帽子很快就能摘掉
啦。”汤心祥充满信心地说。

油用牡丹浑身上下都是宝，花瓣可以做茶，果荚可以育苗，籽粒
可以榨油，丹皮可以入药，经济价值非常高。槐树乡组织牡丹种植
意向户，赴外学习考察；成立四家油用牡丹合作社，建立起连接企业
与农户的购销模式，从苗种供应到技术培训、产品回收，全程参与；
重点推广牡丹套作国槐、双季槐的立体种植模式，提高亩产收益。

为更好助力残疾人脱贫，槐树乡利用焦作市残疾人创业培训
基地项目，大力扶持残疾人家庭种植油用牡丹，实施精准扶贫，先
后开办残疾人油用牡丹培训班7期，培训残疾人698名。

2014年起，结合焦作市残联指定对残疾贫困户种植油用牡丹
每亩补助 1000 元的扶持政策，扶持贫困残疾人种植油用牡丹
1100亩。今年，全乡共发展油用牡丹10000亩，其中残疾人种植
1500余亩。

霍天德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第四年的油用牡丹将进入丰产期，
每亩地可产牡丹籽400斤，按目前市场价格实现效益4000元；绿
化苗木达到10厘米出圃规格，目前市场价格每株100元，每亩可
增收6000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叠加已经显
现。越来越多像汤心祥这样的贫困户加入到牡丹致富的行列。

“以前，俺靠种点玉米、小麦来维持生计。现在，政府为俺提供资金，
还送来油料牡丹苗，俺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汤心祥笑着对记者说。

“结合科技扶贫、残联培训、残疾人补助等国家补助政策，让残
疾人在家门口早日实现脱贫致富。”槐树乡专项抓油用牡丹种植的
民政干部周竹园说，下一步将扩大油用牡丹规模，研发牡丹花茶、
花饼，不断拉长牡丹产业链条。同时，依托岭区原生态的环境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早日让岭区所有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7

制图/王伟宾

临颍

“土地银行”探路农业供给侧

濮阳

把“微权力”晒在阳光里

安阳“千场演出”为啥这么火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这其中，搞活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规模经营，是加快农业农村关键

领域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关键。

2015年3月，临颍县在全省创新

设立首家“土地银行”，努力破解“谁来

种地、怎么种地”等问题。如今，两年

过去了，“土地银行”运作得怎么样？

其“银行”属性在具体实践中是如何实

现的？前景如何？日前，记者走进临

颍，为您详细探秘“土地银行”。

“穷帽子很快能摘掉啦”

风从基层来

盛开的油用牡丹，让村民的脱贫致富更有盼头。7 徐辉 摄

连线基层

职工编、职工演、演职工，演出团的节目深受广大群众欢迎。7 李世奎 摄

安阳市总工会牵头组织的“中国梦·劳动美”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原计划全年演出1008场，结果演了1090场，观众达上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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