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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主基调” 谋划在先 强化工作落实

山头店镇上秦村地下水资源丰富、水
质优良，非常适合制作饮用纯净水。在帮
扶单位县教体局的积极协调下，村党支部
牵头，与襄城县利锋公司联手开创村企合
作、入股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村
集体以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入股，企业投资
400万元和村集体共同创办桶装纯净水
公司，公司投产后年利润的 10%归村集
体，每年预计可分红15万元。

像上秦村一样，襄城县各村级党组织
因地制宜，结合各村的自然条件、经济基

础、资源禀赋等情况，找准集体收入的项
目源和增长点，演好“主角戏”，构建起多
渠道、多类型、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山头
店尚庄村小西瓜做出大产业，湛北乡北姚
村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农家乐示范村，一村
一品，一村一业，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百花
齐放。

在运营模式上，他们采取公司化运
营，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用市场的办
法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了村
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今，襄城县通过集中发力、集中攻
坚，村集体经济呈现新气象、新格局。村
民的口袋富了、村落的景色美了、集体有
钱给群众办事了、村干部工作有底气了，
真正助推了农业转型、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等重点工作。

“突出党建引领，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
力，既为服务群众、改善民生提供了一定的
物质支撑，反过来又促进了村级党组织凝
聚力和号召力的增强，形成了相互作用、良
性互动的良好局面。”宁伯伟说。7

最近，姜庄乡党委书记李卫权在为引
进项目和产业、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而
忙碌奔波。他们确定的 2019 年“小目
标”，是让“村村有产业、户户能致富”，以
产业带动就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推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

“当了十几年的乡干部，很少像现在这
样认真思考如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李卫权坦言，以前不少乡镇干部认为，村一
级没有资产、资源，村集体经济可有可无，
但实践证明，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顶层谋划入手，该县研究出台《襄
城县关于抓党建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指导意见》，定好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主基调”：坚持市场运作、公司运营，坚持

村级主体、县乡引导，坚持因村施策、试点
先行，坚持多方帮扶，形成合力。

为破除“村集体经济无用论”，县里把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书
记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根据需要成
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县组
织、发改、财政、工商、农业、国土等部门共同
参与，每月至少研究一次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强力推动工作开展。

2018年 6月，在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动员会上，县委书记宁伯伟向 16名乡
镇党委书记、441名农村支部书记发出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号令：50个试点村年内
集体经济收入达 50万元以上；到 2020年
年底，全县所有村均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公司，力争全县10%的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达 50万元以上，5%的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达100万元以上。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襄城县提供了
资源开发型经济、资产经营型经济、旅游
生态型经济、物业租赁型经济、资金投资
型经济等 10种经营模式，形成多元化、市
场化、规模化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格局。

为保障工作落实，该县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列入乡村两级基层党组织书
记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考评指标，作为各
级党组织党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村（社
区）“两委”干部工作报酬绩效考核的重要
指标，做到“层层抓落实、人人有任务、村
村有目标”。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除了基层自
身努力外，还需要财政、农业等多部门的
支持和推动。谁来统筹协调，整合资源？
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如何
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为破解困局，襄城县委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组织部门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基础工作和基层党建的“牛鼻
子”工程，集体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组织部门，全面负责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统筹协调工作。

全县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信息服务平台，成立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专家服务团，根据集体经济项

目需求，落实相应的技术指导人员，为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问诊把脉，先后出台成立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指导办法、
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土地要素保障的
意见等系列配套文件，为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撑。

在组织部门的牵头协调下，襄城县
打破以往各部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
的调”的旧格局：县农业部门作为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主责部门，负责对
村级集体经济进行指导、督促和服务；
财政部门统筹各类政策资金，每年拿出
不少于 1000 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扶持
和奖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发挥财政资

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金融部门加强
信贷支持，每年新增 5000万元的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公司专项贷款；国土部门积
极开展空心村治理和农村宅基地“一户
多宅”清理等工作，增加村级集体建设
用地资源……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围绕
提升村级班子发展集体经济能力这一目
标，该县结合村“两委”换届选举，把一批
有经济头脑、懂经营、会管理、公道正派、
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党员选拔进村“两
委”班子。

一系列有效管用的措施，为全县村级
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合力和动力。

弹奏“共鸣曲” 部门联动 形成发展合力

演好“主角戏” 因地制宜 实现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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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传真弹奏“共鸣曲”演好“主角戏”
——襄城县以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侧记

许昌对德合作渐入佳境
近 3 年来签署对德合作协议 61

个，其中21个已落地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近日，在亚丹生态家居(许
昌)有限公司内，德籍专家哈吉正在指导工作人员调试设
备。这条来自德国的智能生产线，每年可“吞”掉农作物秸秆
20万吨，“吐”出制造家具的环保板材——禾香板，并实现环
境保护、智能制造和“互联网+”的有机统一。

对德合作，正在许昌结出丰硕成果。当天召开的许昌
市对德合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许昌市商务局公布的数字
令人欣喜：2018年，该市对德合作签约项目 23个，落地项
目10个，达成合作意向27个；近3年来，该市共签署对德合
作协议61个，其中21个已落地。

截至目前，德国克莱斯公司等20余家知名企业先后30
多次到许昌市考察；许昌经贸代表团9次大规模赴德交流，
120多家许昌企业参与其中。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和德国
技术走进许昌，实现了“德国质量”与“许昌速度”的完美“嫁
接”，为许昌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许昌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许昌市规划建设了中
德（许昌）产业园，成为全国第八个、全省第一个获批的中德
中小企业合作区。

对德合作，推动了许昌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对德贸
易发展。长葛市晟丰科技公司引进德国西马克公司先进技
术，建成我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河南
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奔驰设计公司签订5亿元人
民币产品出口协议，实现了汽车轮毂产品对德国大众、宝马
等公司的出口。7

联手帮扶暖人心
翰墨飘香赠农家

本报讯（通讯员 陈灏）“乡亲们，今天市中级人民法院
组织的书法家专门来给咱们免费写春联，有需要的村民速
来广场领取！”1月 24日一大早，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湖
徐村第一书记张凯利用大喇叭向村民进行宣传。

当日，天气晴好，暖阳高照，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建安
区委宣传部联合开展的“送福进万家，走进湖徐村”活动，走
进建安区将官池镇湖徐村，村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活动中
心广场人来人往，欢笑声、喧闹声此起彼伏，一扫冬日严寒，
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铺红纸、调墨汁、晒对联，活动现场，许昌中级人民法院
书法协会的书法家们凝气聚神，挥毫泼墨，龙飞凤舞，一气
呵成。村民围在书桌前，帮忙打下手，压纸、翻页、传递，晾
晒、整理写好的春联。

“党恩布神州全民享小康，人心向政府社会皆和谐”“好
日子舒心如意，美家庭幸福平安”……书法家们挥毫泼墨，
春联内容既有喜迎猪年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景，也有歌颂党
恩、宏图大展的励志词句，一幅幅散发着墨香的书法作品，
一句句吉祥如意的春联，既写出了广大村民对新年的期盼，
也抒发了大家对脱贫致富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为新春
佳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氛围。村民左挑右选，挑选着自己
心仪的春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党的政策真是好，这次我领了 3副春联，觉得日
子真幸福！”75岁的村民陈来法高兴地说。

此次活动共为村民义写春联1000多副，受到贫困户和
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结束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
建安区委宣传部帮扶责任人还对帮扶的21户贫困家庭进行
了走访慰问，为贫困户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和慰问金，
并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祝福。7

许昌供电公司

千名“电卫士”保电度冬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近日，许昌供电公司配网抢修

人员冒着零下9摄氏度的低温，对10千伏春12线路八一路
1694台区健康巷低压电缆烧坏故障进行紧急抢修。为保
障客户温暖度冬，许昌供电公司组织市县公司1224名抢修
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随时抢修客户用电故障报修。

入冬以来，受寒潮天气影响，许昌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
到 210.4万千瓦，同比增长 62.4%，接近冬季电网最高负荷
212.3万千瓦的历史纪录。面对持续低温大负荷的冲击，为
保障客户冬季用电需求，许昌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该公司在13支日常巡视队伍的基础上，抽调人员成立7
支特巡队伍，对全市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重要枢纽变电
站进行重点监控，增加监测次数和巡视力度，及时掌握设备运
行状况，第一时间处置可能出现的缺陷和安全隐患，把缺陷消
灭在萌芽状态，保证设备健康运行；同时，认真落实配变防烧
损措施，对重点线路和配变包杆到人，实行“一变一策，一线一
策”，第一时间消除运行隐患，全力保证配电设备健康运行。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充分发挥市县一体三级抢修队伍
作用，建立三级抢修队伍113支、抢修人员1225人，实行市
县、县县之间协同合作、相互支援机制，共享应急抢修资源，
24小时待命，随时处理客户突发用电故障报修，最大程度
缩短故障停电时间，全力保障客户度冬用电需求。7

□本报通讯员 贾云涛 朱晓路

近日，禹州市无梁镇大木厂村年逾七
旬的王光越和王麦官两位老人坐在家门口
聊天，身后是新盖成的楼房。说起以前住
的土窑洞，两位老人感慨万千。

“过去这一片都是土洞。”王麦官说，
“因为经济落后、盖不起房，那时候村里住
窑洞的人可是不少。”如今，通过精准扶
贫，在村镇干部的领导帮助下，村里大部
分人家都脱贫了。“好多人都赶着把房子
翻盖一新，今年就能在新家过年啦。”王光
越笑着说。

从过去栖身破窑洞，到如今安居新楼
房，居住环境的今非昔比，折射出大木厂村

可喜的变化。
大木厂村地处深山区，群众居住分散，

村民收入渠道少，日子自然过得紧巴。
2018年，无梁镇党委政府把大木厂村作为
乡村振兴工程试点村来发展，依托具茨山
文化，结合大木厂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自
然风光，围绕“记得住乡愁”主题，深入挖掘
大木厂村的自然、历史、文化等资源，因地
制宜规划发展乡村旅游。

目前，大木厂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已经注册成立，规划有60年代知青旧居、国
防工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禹州户外活动
基地游客服务中心、乡愁博物馆和旅游厕
所、游客接待中心、小吃一条街、驴友宿营
基地、马拉松自行车赛道等。公司还注册

了“禹田米语”商标，在大木厂、观上村流转
耕地700余亩，采取“油菜花+谷米”种植模
式，实现春季赏花、夏季榨油、秋季收谷子、
冬季碾小米，增加群众收入。

“收入比在外边打工强得多。”在村里
开农家乐的小老板任根甫说。任根甫在外
做过十几年厨师，前两年，瞅准时机，回乡
创业，办起农家乐，不仅实现了自己创业增
收，还吸纳了村里多名妇女就业。“欢迎大
家都来尝尝俺的原汁原味农家小菜。”任根
甫自信地说，“有些菜，滋味儿不比外面大
饭店差啥。”

随着一间间破房、危房的拆除，一条条
水泥道路的铺设，一栋栋新房的建成，大木
厂村容村貌发生明显变化，群众居住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村里建了几个广场，道路两侧栽上了

花树。”王光越指着远处说，“北山过去光秃
秃，现在绿油油，山上还建了好几个景点，
将来我们村可要变成一个旅游胜地啰。”

“村里对以后的发展做了详细规划。”
大木厂村党支部书记任振甫说，“一是要实
现种植调整，发展高效增产农业，二要抓好
乡村游，做好配套设施建设，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来游玩，三是要进一步提升基础环境，
改善民生。”

路修通了，产业旺了，山青水绿了，群
众的腰包也鼓起来了，大木厂村的前景越
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舒心，越过越
幸福。7

大木厂村民的幸福生活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本报通讯员 王丽飒 牛站营 王帅

平坦宽敞的村道，干净整洁的

村室，明亮节能的路灯……新年伊

始，行走在襄城县湛北乡七里店

村，人们切实感受到这个昔日的贫

困村“蝶变”的魅力。

“这几年，在村党支部的带领

下，我们成立就业服务中心、组建

‘手拉手’工艺品编织等公司，推进

产业项目，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谈起变化，七里店村党支部

书记贾行说，“如今，村集体的‘腰

包’鼓了，村民人均收入提高了，原

来的‘软弱涣散村’实现了村强民

富！”

七里店村的变化，是襄城县以

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缩影。面对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乏力、村级组织“没钱办事”的困

局，去年以来，襄城县将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夯实基层、打牢

基础、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

重要举措，吹响了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集结号”。截至目前，全

县首批50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

点村全部有新上项目，有集体经济

的村从 2017 年的 85 个增加到

276个，同比增长225%；全县“空

壳村”占比由原来的 81%下降到

38%以下。

湛北乡北姚村老油坊

麦岭镇东坡方纺织加工

姜庄乡农产品产销会

1月 21日，许昌市曹魏古城花杆舞龙队的队员们在春
秋广场扭秧歌。当日，许昌迎来冬日暖阳，许多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聚集在一起扭秧歌、练太极、跳广场舞、玩健身球等，
活动筋骨、享受阳光。7 牛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