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特刊│082018年 10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若凡 美编 刘竞

矢志为农服务 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许孝华 付三伟

10月的中原大地，千里沃野金黄，万畴瓜果飘香。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处处洋溢着全省供销社人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助推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供销社人大力发扬“扁担精神”，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敢于自我革命、勇于奋起创业，

有力推动各项改革全面落地，全省供销社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向全省人民交上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

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
强调，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南各
项事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工作方向。

省供销社党组深刻认识到，供销合
作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供销
合作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发挥党在
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仅今年上半年，省供销社党组就召
开会议 11 次，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精
神，专题研究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等各项工作，不断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 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推动“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等制度的落实，始终把
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推进供销社综合
改革全过程。

省供销社还结合系统特点，探索村
社共建，服务促进乡村善治。南乐县供销
社以“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为抓手，深
入实施“党建+”战略，在服务促进新时代
乡村善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实
施“党建+服务功能建设”“党建+基层组
织建设”“党建+服务网络建设”“党建+干
部队伍建设”等，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
供了保障，为农民增收增添了力量。

上下同欲者胜。一场以高质量党建
推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疾风行

动，在全系统自上而下全面展开——洛
阳市供销社组织召开“弘扬红船精神走
在时代前列”学习座谈会；林州市供销合
作社举行了“不忘初心跟党走”演讲竞
赛；舞阳县供销合作社积极组织开展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专项治理；社属
企业、学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红色教育
活动……出实招、动真格，作风建设和廉
政建设如火如荼。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行胜于言，止
于至善。

高质量的党建，已成为推进我省供
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
力，也日益成为全省供销社展示自身良
好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③8

“现在我们收寄快递，不用再跑几里地，直接去附近
的供销社社区服务中心就行。”10月 25日，在漯河市临
颍县窝城镇供销社社区服务中心，村民张明辉自豪地说，

“虽然我们这儿是农村，但和城里差不多，城里能享受到
的服务我们都能享受到。”

在窝城镇，供销社的标识随处可见。供销社开设的
住房、医疗、教育、金融、购物、婚庆、餐饮、洗浴休闲等服
务，已覆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地居民正享受着由窝
城镇供销社带来的“全程化服务”。这，仅仅是我省深化
供销社综合改革取得成果的冰山一角。

但谁又能知道，这些成绩的背后，全省供销社人付出
了几多艰辛几多汗水。

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级供销社肩负着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重任，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当
商业流通完全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供销社经历过短暂的
阵痛。

低谷、迷茫之后，供销社人思索的是如何崛起。我省
供销社主动适应经济体制的新变化，高举为农服务大旗，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在发展服务
业中二次创业，在为农服务中再度崛起，成为新农村建设
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踏海碧浪豪情在，又见东风卷潮来。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和《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意见》
（豫发〔2015〕20号）相继出台，标志着全省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供销社又一次站上了新
的发展起点。

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结合
我省供销合作社发展实际，确立了新时期供销合作社
改革发展总体思路：围绕“一条主线”，即为农服务；深
化“四个层面”改革，即基层社、联合社、社有企业、事业
单位和社团组织改革；打造“五大平台”，即农业生产资
料现代经营服务平台、农产品现代经营服务平台、日用
消费品现代经营服务平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平台、电
子商务平台；构建“四个体系”，即现代化的流通体系、
市场化的经营体系、规模化的服务体系、合作化的组织
体系。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滚滚大潮的，是我省供销社
系统不断调整转型、优化服务、砥砺前进的铿锵足音。

在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正确指引下，河南省供销
社在推进综合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向前。全省确定了
市、县、乡三级 50个综合改革试点，围绕改革关键环节
和重点领域先行先试。2017年年底，新乡、洛阳、驻马
店 3个省辖市供销社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任务全部完
成。今年上半年，大多数县乡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任
务也基本完成。经过这几年的先行先试、重点突破，河
南省供销社系统培育、总结、推广了新安县供销社开展
农村土地托管、延津县供销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清丰县供销社开展农村经济互助服务、汤阴县供
销社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鹿邑县供销社基层社改造等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模式和经验。另外，按照中
央农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部署，河南省供销社还就

“大力探索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工作，
选择了商丘市的虞城、宁陵两县先行探索，试点工作进展
顺利、成效明显。

各地供销社也结合自身实际，抢抓机遇，积极争取多
方支持，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奋勇疾驰。在项目上，光山
县供销社成功争取成为全县农村环卫一体化项目实施机
构，使供销社焕发了生机、实现了新生，成为“光山经验”；
在人才上，洛阳市供销社允许有影响力、带动力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通过选拔任用程序，兼任市、县联合
社理事会副主任……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截至2017年 1月，全省
所有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全部出台了深化供销社综合
改革的实施意见，全省供销社综合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
成。我省供销社系统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一步步创造出
了辉煌的新业绩，开创了农村综合服务新局面，唱响了

“奋发作为、实干兴社”的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供销社为农
服务内容不断拓展，现代流通服务网络
初步形成，基层社阵地建设得到完善，积
累形成了为农服务的深厚基础和独特优
势。

为适应我省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需
求，省供销社对全省 1870多个基层供销
社按照恢复新建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做
大做强一批的方式实施分类改造，不断
优化完善做强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
品、农产品连锁经营网络，升级农资供应
服务……

2016年，伊川县鸣皋镇基层供销社
实施改造提升工程，联大靠强新建一个
50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超市，新增就业岗
位 500多人。目前，整个基层社年销售
收入过亿元，跨上发展的快车道。

2016年底，内乡县供销社全部16个
乡镇基层供销社已实现了“四个全面”：
所有行政村基层经营服务组织全面覆
盖，服务“三农”网络全面升级，传统业务
全面恢复，电商、土地托管创新服务全面
铺开。同时，实现了所有职工工资不欠、
社保不欠、医保不欠，职工队伍稳定、系
统大局稳定、发展势头强劲，基层改造提
升成效非常明显。

全省供销社还着力加大对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领办、创办力度，坚持发展与规
范并举，强化典型选择培育，注重示范引
领带动，按照有组织、有制度、有手段、有
规模、有明显效益的“五有”要求,提高领
办、创办专业合作社能力。目前，全系统
7300多个专业合作社，200多个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经营业务范围从一般的农产

品种植、养殖、加工、销售逐步向农资销
售、技术服务、土地合作、生态旅游等多
个领域拓展、向更高层次发展。

重建不是穿新鞋走老路。省供销社
以薄弱社、空白社的恢复重建为重点，不
断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
提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截至目前，省
供销系统发展各类经营服务网点 7万多
个，日用消费品销售额占全省市场份额
的10%以上；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全系
统依托 160多个农批市场、农贸市场，在
城乡社区建设生鲜超市，大力开展农超
对接、农社对接、农企对接，年帮助农民
销售农副产品近 700亿元。今年以来，
全系统基层社实现销售额 2300多亿元，
利润 9.8亿元，全省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基
础更加坚实。

除了传统业务外，全省供销社在构
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基层综合
服务平台、提升流通服务功能、发展电子
商务等方面也取得跨越式发展，瞄准三
农新需求的服务创新不断应运而生。

土地托管全力推进。“农民外出打
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围绕破解新时
期“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题，河南
省供销社系统以土地托管为载体，强力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
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多样化、全方
位、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生产服务。全
系统加大土地托管(流转)服务推广力度，
积极创新服务供给，完善提升现代流通
服务网络，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层次和水

平稳步提升。省供销社直属企业豫丰农
业集团吸纳、领办种植、农机合作社 126
家，组织农机 1456 台，在全省 31 个县
（市）完成土地托管签约面积 52万亩，成
为全省供销社系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的先行者、组织者和探路者。全省供销
社将力争通过 3 年的努力，托管土地
2000 万至 3000 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
积的 1/4左右。

供销电商风生水起。为全力推进电
子商务发展，省供销社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并以省供销
电商公司为龙头，成立了全省供销社系
统电子商务联盟，通过“互联网+”改造传
统经营服务网络，加快形成集网上交易、

仓储物流、终端配送于一体的全省电子
商务经营体系。濮阳市供销社建成县级
电商运营中心5个，改造电商便民服务点
1300多个，使30多个本地特色农产品实
现了网上交易。濮阳县成功创建全国供
销社系统电子商务“供销 e家”样板县。
淅川县委、县政府把供销社电商公司作
为全县农村电商发展基地，组织各乡镇
300 余种农产品在“供销 e 家”上销售。
信阳、济源、范县、汤阴、上蔡等一批市县
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建成运营，实现了
互联网与传统经营业务的深度融合。目
前，全省供销社系统开展电子商务活动
的企业 158 家，入驻商户 2408 个，经营
商品已有23700多种。

面对激烈的、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如果固守旧的经营模式，将一事无成。
深知这一点的全省供销社系统，针对棉
花、农资等传统主营产业，加快经营结构
调整，拓展经营服务领域，推进优势产业
整合，不断增强内生动力。

企业转型发展加快。省豫棉集团在
做好棉花经营业务的基础上，在新疆库尔
勒投资 2400 万元成立新疆豫棉惠农公
司，大力开展省外土地托管等业务，是我
省供销社立足河南、布局全国、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洛阳寰保
再生资源公司把洛阳市公共机构废旧物
资统一回收业务作为主攻方向，与全市
500多家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发展活力明

显增强。今年1月至 9月，全系统社有企
业实现销售总额1830多亿元，利润11亿
元，经济结构和运行质量进一步优化。

职业教育充满活力。作为供销合作
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省供销社高度重
视职业教育的发展，确立了“1+5”的职业
教育发展思路，即新建 1所高职院校，继
续办好 5所中职学校，形成中高职相衔
接、上下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直属5所
中职学校全部理顺了经费财政供给渠
道，在校生 3.5 万人，办学水平在全省同
行业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今年7月，我省
唯一的专门培养物流类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高职院校，也是全国供销社系统唯一
的物流类高职院校——河南物流职业学

院正式揭牌。供销社职业教育为我省供
销社更好地服务三农、助推乡村振兴提
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产业融合方兴未艾。全省供销社
充分发挥经营服务网络健全，产业类
别和经营主体众多的优势，着力打造
产业融合发展的终端型、体验型、循环
型、智慧型新载体新模式，构建供销社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兰
考县供销社选择 20 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组建谷雨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发展、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购销、公益休闲娱乐、农业规模
化生产等服务，成为全县推动三产融
合的带动力量。

时代发展 转型新起点

深化改革 焕发新活力

改造提升 夯实新基础

顺势而为 拓展新服务

融合发展 转换新动能

党建引领 打造新供销

助农丰收

大型喷灌设施

党建引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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