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我们发挥党建‘主
心骨’作用，不断破解面临的矛盾与困难。”辛
建说，狠抓党建，就从抓班子做起。

李庄村党委下设 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185人，要求班子成员和所有党员办事有公
心、工作有事业心、做人有平常心，当干部不
要怕吃亏、想发财不要当干部（“三心两不
要”），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多年来，李庄村党委班子率先垂范、冲锋
在前，关键时刻，班子成员个个勇挑重担、敢
于碰硬，时时处处走在群众前面，在集体经济
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以前，市区建设路以北是不毛之
地，随后建起 5个专业市场，区域土地不断升
值。2006年，市政府要修建鹰城广场，占地
100多亩，每亩补偿2万元；修建凌云路，占地
100多亩，每亩补偿 6000 元，这些价格均低
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很多群众不理解、不接
受。

辛建带领党员干部给群众做工作：“眼光
要放长远，这些都是为全市人民造福的工程，
一方面给居住环境带来改善，另一方面会给
市场带来人气，是商机。眼前李庄村损失了
一些利益，但路修通，市场才能搞活。”

村“两委”干部不仅宣传、劝说，还带头行

动，群众也都慢慢响应。为了协
助群众搬迁，村里还租赁了
两台大型挖掘机、两台拖
拉机。车不够用时，辛
建主动把自家的车开出
来用。半年后，市政工
程顺利开工，为后来该
村“筑巢引凤”奠定了
基础。

在李庄村党建引
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道路上，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2008 年，李庄村农
村股份制改革，坚实的党组织
作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平顶山市首家股份制改革试点
村，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李庄村遇到了许
多困难和矛盾。宣传发动时，村民顾虑多，不
理解、不支持；调查摸底时，仅村民就分为 18
种情况；界定股民时，嫁出去的闺女、未过门
的媳妇、上门女婿、离开多年的老门老户、搬
进来的外迁户也是各说各的情况，各讲各的
理儿……

有人劝辛建：“现在村里有吃有喝，折腾
这干啥，万一折腾不好，你这‘当家人’要落一

身埋怨的。”
“这是全村群众长远利

益的保障，是李庄村的出
路所在，再难也要进行
到底。”辛建坚决要啃下
这块“硬骨头”，为村民
谋长久。

事难的时候，党
员干部得在前。在李
庄村党委的带领下，该
村党员干部带头深入细

致地宣传发动，打消村民
顾虑，一碗水端平、一把尺

子量到底，凡事摆在明处，由
群众拍板定案。

划分股份时，争议最大的是 300多个
在外工作人员是否应该配股的问题。他们
说：“俺人虽然离开李庄，但心没离开，情没离
开。”村民则认为，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和养
老金，不该再跟村里群众争利益。

股份分配中劳动股占的比例最大，辛建
首先明确表态：“我的工作关系在街道办事
处，是国家工作人员。占大头的劳动股，我不
能要。”李庄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民觉得辛
建一直在村里工作，没有他的带领和努力，就

不可能有李庄的今天，不给辛建配劳动股说
不过去。但在改制面前，辛建始终以身作则，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带领党员干部挨家挨户
到村民家中做工作：“在外工作的那些人不管
走多远，根儿还在李庄，让他们享受一份人口
股，这不是份额多少的问题，这是一份乡情。
咱可不能把涉及咱村子孙后代根本利益的股
份制改革搅黄了，不能因为一点利益纷争，就
不要乡里乡亲之间的亲情了。”

最终，李庄村股份制改革顺利进行。“改
革要顺利，还要让群众心服口服。”李庄村村
委会副主任、村党委委员潘永军讲了一件
事。村集体收入每年按照《李庄村股份合作
社章程》制定分配方案，并在各村民组张榜公
示。起初，有村民并不完全相信，白天不好意
思，就在晚上打着手电筒看榜，看看村里年收
入多少，给他们发放的股金是否合理，再看看
和自己家一样类别的村民都发了多少钱。再
后来，夜里打着手电筒看榜的村民就没有
了。“党委的心，群众不用‘照’也明了了。”潘
永军说。

2011年 6月，李庄村党委被中组部评为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015年 5月辛建被
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

村民与村集体从“双穷”到“共富”李庄村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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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谋发展党建引领谋发展 集体经济大跨越集体经济大跨越
——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李庄村“蝶变”纪实

李庄村股份合作社第李庄村股份合作社第
一届股东代表大会一届股东代表大会

“恁去打听打听，哪个村能给

村民出钱免费体检，还是含有癌

症、中风筛查等项目的‘高级’体

检？村干部为村民办的好事一年

比一年多，在李庄村生活真有福

气。”9月 17日上午，在平顶山市第

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正在体检的

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李庄

村67岁的村民刘明伍说。

今年9月，李庄村党委为符合

体检条件的 1258 名村民免费体

检。村里出钱，村民体检，在李庄

村已经是第四年了。“逢年过节，村

里还会发福利。”提起村里的好，刘

明伍打开的话匣子关不住了。

李庄村集体经济有底子，为民

办事有底气。去年，该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 4023万元，集体固定资产

达 20多亿元，村民人均股份年分

红达2万元，在岗人员退休后人均

资产达100万元。

而在 1995年，李庄村村债达

3000 多万元、村民人均负债 1.3

万元。“李庄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村集体‘家底’愈加

丰厚，最终得以‘蝶变’。”平顶山市

新华区委书记乔彦强说。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毛玺玺

“地卖完，钱花空，撇下的地成塌陷坑，
村民急得把三轮蹬。”这句顺口溜记录了李
庄村人曾经的痛。

李庄村地处采煤塌陷区，属城乡接合
部，村里没几亩像样的农田，一直没有分
田到户，走的是集体经济发展道路。1995
年，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时，原有的
12个村办企业已停产 7个，剩下 5个不死不
活。

穷则变，变则通。为了破解发展困境，
李庄村转变思路，提出“退二进三，发展三
产，鼓励个体”的发展思路，即从第二产业转
型，发展第三产业，鼓励个体经营。

在村党委带领下，村里拆除了破旧不堪
的建西综合市场，建起新型西建材大世界；
果断关、停、并、转 7 个濒临破产的村办企
业，减损止损。面对土地严重匮乏的现实，
先后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回填村北部已成
为垃圾场的采煤塌陷废弃地，复垦出塌陷地
300亩，建起了建材、家具、装饰材料、汽修、
饮食文化等 5个专业市场，集体固定资产达
到亿元。

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规模经营提升了
李庄村的土地价值，村民的年平均收入也在
逐年增加。 2008 年初，李庄村清偿完了
3000 多万元内外债，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

1.9亿元。
债还完了，村里还有了不少结余。“要大

胆改革，实行股份合作，让村民们的日子变
得更好！”李庄村党委书记辛建说，经村“两
委”商议，决定把村集体资产合情、合理、合
法地量化给村民，让村民共享集体经济红
利。

说干就干。2008年 4月，李庄村启动股
份制改革，为该村村民与村集体“共富”引来
了“源头活水”。

经过 21 次村民代表大会、股改方案 20
次易稿、三榜公布，2009 年 9 月 27 日，李庄
村筹备一年半的股份制改革“问世”。当

天，平顶山市首家村级集体股份合作社——
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李庄村股份合作社”
正式挂牌。“资产变股权，村民当股东”，从
根本上解决了失地农民生活、养老的后顾
之忧。

一晃 10年。李庄村股份合作社成立以
来运行平稳，集体资产年年增，股份分红岁
岁涨。目前，李庄村全村村民 3126人，股民
2609人，拥有村办集体企业 6家。相比改制
前，村集体固定资产从 1.9 亿元增至目前的
20多亿元；退休村民股份分红从 4600 元增
长到 2015年的 20000元，2015年至 2018年
连续 4年保持在 20000元。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良性发展，近年来，
李庄村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整村实现了

“全民小康”。
“村民有健康的身体，手里的钱才有价

值，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辛建说，发展集
体经济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发展成果全体村
民共享，让群众享受到集体发展带来的好
处。

关爱村民健康是李庄村的传统，上世纪
80年代，该村每两年组织一次育龄妇女到区
级医院免费体检，2010年起改为在市级医院
体检。2009年股份制改革后，村里又让老人
们享受医保、社保，解决了他们的养老问题。

“要让经济增长水平与村民幸福指数双
提升。”2016 年初，李庄村把“关注村民健
康”提上议程，修订完善《股份合作社章程》
和《村规民约》，并首次写入“村民健康”问
题，详细界定免费健康体检的条件，每年免
费为全村 40岁以上符合条件的村民体检一
次。2016 年 8 月 16 日，李庄村召开村民代
表大会，讨论形成决议，当月付诸实施，今年
是第四年。

“我们不断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努
力。”辛建说，在发展好集体经济的同时，李
庄村还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
境，先后出资 1000 多万元对全村的水、电、
路、下水道进行升级改造，聘请专业组织负
责打扫全村卫生和日常保洁；投资 400多万
元，建设天网工程、消防工程、明亮工程，保
证治安稳定。

创新党员群众学习教育模式。投资 10
余万元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改造，邀请专家
教授定期为党员干部上党课，邀请专业机构
老师开展传统文化讲座，开设“好公婆”“好
媳妇”“少儿礼仪”等学习班，培养村民好家
风。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内涵。每年重阳节
为全村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集体祝寿，每年
春节期间邀请剧团唱大戏，开展“最美家庭”

“最美庭院”“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
为了让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跟得上时代

步伐，促进村属企业健康发展，2018年，李庄

村对 4个村办企业启动改制工作，聘请专家
团队专业指导。2019年初，企业改制完成，
成立李庄村实业总公司，下设 6个子公司，并
在财务岗位全部起用具有会计证的回村大
学生，并聘请专业财务运营团队，对他们进
行实操培训。

随着李庄村集体经济发展，村里对人才
的需求也迫在眉睫。从 2013 年，村里就启
动了大学生回村服务计划，为年轻人提供了
学习、锻炼、提升的平台。在区委、街道党工
委的领导下，2018年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

举中，一位 80后和一位 90后大学生当选为
村“两委”委员。

…………
“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哟咿儿哟，一阵

阵歌声随风传。”9月 18日晚，在市区鹰城广
场，李庄村村民组二组组长翟秀兰正带着村
里老年人学唱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广
场上，熙熙攘攘，市民在这里享受着城市后
花园带来的幸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最终属于
群众。

“三心两不要”牢记心中叫响全国的先进基层党组织

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村民共享谁不说俺家乡好

少儿礼仪学习班

为考上北大的高考生发奖金

重阳节慰问老年人

◀如今的平西商贸中心

▼2008年以前的建材大世界

平西商贸中心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