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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建成乡村四级产权交易体系

让农村资源资产“活”起来
□李宗宽 崔嵩锋 王勇 王格格

近日，经过 10轮激烈竞价，洛阳
市孟津区城关镇贾滹沱村360亩高标
准农田的使用权，最终以每年每亩
700元的价格花落“90后”返乡创业小
伙儿杨元涛。这是当地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建成以后的首笔线上交易，溢价
率达40%。

不仅仅是在孟津区，目前洛阳市
已建成市、县、乡（镇）、村四级农村产
权交易体系，开展常态化网上交易，成
为全省唯一一个实现县级农村产权交
易机构全覆盖的地市。

“洛阳建设全市农村产权交易信息
服务平台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
作，是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推动乡村振
兴‘151’工作举措落实落细的重要措
施。为农村闲置土地等资源插上‘翅
膀’，有效破解了闲置资源发展难题，盘
活了乡村资源，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
发展活力。”8月 9日，洛阳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局长仝宇鹏说。

交易上网
让农村资源资产“活”起来

去年以来，洛阳市总结借鉴洛阳
内外发展经验，按照坚守防止返贫底
线，突出“三清两建”、乡贤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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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工作思路，统筹推进“五大振
兴”，开启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新征程。

今年 3月，洛阳市农村产权交易
信息服务网自上线后迎来了第一笔交
易。伊川县水寨镇上天院村，经过半
小时激烈竞价，郝迎浩以每年27万元
的价格，取得上天院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一处仓库使用权。
作为洛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

务网的子网站，伊川县农村产权交易
信息服务网在受理上天院村资产交易
申请后，及时组织审核挂网，吸引6个
买家交纳保证金，报名参与竞价。

“竞争蛮激烈的，不过在网上竞拍
很方便，也很透明，村里的仓库，还是
比市里和县里要便宜一点。”郝迎浩
说。

“通过‘三清两建’，我们收回以前
贱租贱卖的集体厂房，利用县里集体
经济引导资金建设了 2000多平方米
物流仓库，前期我们评估价是 20 万
元，这次在产权交易网上以每年27万
元的价格租出去，感觉比较满意。”上
天院村党支部书记张夷奎说。

据了解，洛阳农村产权交易信息
服务平台明确全市“一张网”运营管
理，市设交易总网站，县（区）设交易子
网站，乡（镇）设交易服务站，村设交易
服务点，各类农村集体资产公开挂网，
阳光交易，在盘活集体资源资产的同

时，维护了村集体利益。
同时，交易平台默认设置村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账户，交易所得全部
打入村集体经济账户，配合农村“三
资”管理系统和集体财务支付系统，实
现村集体资金“两头堵”，从程序上逼
政经分离，壮大村集体经济，有效规范
农村“三资”管理，有效做好“三清两
建”后半篇文章。

“截至 7月底，洛阳市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试运行 4个月，挂网资产 5.47
亿，完成交易1.72亿元，在盘活农村闲
置资源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以争
创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化
建设试点单位为契机，持续对平台进
行开发完善，推动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阳光公开交易，助力全市‘三变’改革，
服务乡村振兴。”仝宇鹏说。

“三变”改革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是洛阳持续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财产性
收入的重要抓手。

去年以来，洛阳市坚持把“三变”
改革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
式，谋划了加快推进土地流转、推进

“两闲四荒”利用、加快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建设、用好农村可用资金、全面清
查农村集体资产、稳慎推进宅基地制
度改革和管理、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等8项重点
工作，在全市总结推广了土地流转、资
金要素、“两闲四荒”利用、劳动力资源
利用、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等5个方面
16种“三变”改革模式，不断改革创新，
取得了扎实成效。同时，按照支部带
动能力强、群众基础好、产业有优势的
标准，从全市每个乡镇选取 2个试点
村，共确定了第一批312个村试点。

为了真正激活乡村土地潜力、资
源潜力、发展潜力，洛阳市用活用好

“三变”改革这把金钥匙，形成以土地
流转为“主抓手”、“头雁”领路为“强引
擎”、产业发展为“助推器”、群众致富
为“落脚点”的“三变”改革模式，推进
群众增收致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在土地流转方面，通过将农民承
包地的经营权直接流转给村集体经济
组织，再由村集体对土地进行管理而
衍生出“村集体直接经营、村集体对外
出租、村集体反租倒包”等三种模式。
偃师区翟镇镇翟东村通过村集体统一
流转土地直接经营，村集体增收达
34.6万元。

在资金要素整合方面，将村集体
整合的资金、土地等要素以入股形式，
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探索出“村
集体投资入股直接经营、村集体投资
入股联合经营、抱团发展”三种模式。

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利用省级集体
经济试点资金 147万余元，投入到东
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属的辉煌养殖
专业合作社，发展肉牛养殖，每年为村
集体盈利近200万元。

在“两闲四荒”盘活利用上，用多
种方式盘活闲置的资源，带动产业发
展，促进村集体增收，探索出“闲置宅
基地盘活利用、闲置资产盘活利用、闲
置‘四荒地’盘活”三种模式。嵩县车
村镇黄水村、天桥沟村、顶宝石村生态
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通过盘活闲
置农房和宅基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和民宿产业，村集体收入均增加 8万
元以上。

在劳动力资源转化上，依托农村
劳动力资源优势，把劳动力转化成有
效生产力，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实
现增收，探索出综合服务创收、创业带
动两种模式。伊滨区庞村镇军屯社区
采取综合服务创收模式，每年村集体
增收20万元……

截至 7月底，全市农村集体资产
总额达 380.66 亿元，新增 26.7 亿元，
增幅 7.5%；全市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率
64.9％，年底分红 5.29 亿元。今年年
底，洛阳将实现“三变”改革行政村全
覆盖，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均达10万元
以上。

洛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韩
治群表示，“三变”改革，是新形势下全
市深化农村改革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是落实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举
措，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法宝。下一步，全市将强化利
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和村集体收益，
不断推动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
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
作出积极贡献。

洛阳市举办乡村振兴培训班。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

旗帜引领心向党 强根铸魂当先锋
□李宗宽 周圆 杨振宇
谢梦思 张果峰

寻枝寻叶必知根。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
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
济命脉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持续加强党的建
设，紧紧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党建工作，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该公司始终牢固树立“旗帜引领、
多维发力、全域党建”理念，充分发挥
党委、党支部、党员领导干部、党员“四
个作用”，拓展党内聚心、全员凝心、融
入中心、培育品牌“四条途径”，强根铸
魂，引领发展。积极实现企业高质量
发展，实现凝聚人心、全员团结“两大
价值”，全面服务城市建设与经济发
展，连续三年受到洛阳市政府一号文
件通报表彰,争做重振洛阳辉煌的“大
国重器”与电力先锋。

旗帜引领
彰显国企责任担当

近日，洛阳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
预警，洛阳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启动Ⅲ级应急
响应，第一时间研判雨情影响，调整电
网运行方式，组织多轮次供电设施特
巡特护；发挥数字化监控优势，实时掌
控 4条重要枢纽电缆隧道进、积水情
况，对19个重要易渗漏水点加强现场
值守，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

党员带头，快速响应，开展不间断
抢险抢修，累计投入抢修队伍 28支，
抢修人员合计 187人次，出动抢修车
辆41台次。截至 7月 28日 5时，因灾
停电的 178 个台区 9254 户已全部恢
复供电。守住了大电网安全及民生用
电底线，彰显电力保供“国网速度”。

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旗帜引领。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牢记“央企姓党”，
秉持着“人民电业为人民”的红色初
心，持续将党的红色基因融入电力事
业发展血脉，以旗帜引领方向，以信仰

激荡力量。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该公司党

员突击队连续63小时昼夜奋战，提前
完成洛阳版“小汤山”医院送电任务；
2021年全省遭受特大暴雨侵袭，该公
司各级党组织采取“人员两班倒、工作
不停歇”的方式 24小时不间断作业，
高效完成全市6127个台区48.86万用
户抢修复电任务，并组建党员应急救
援队伍24支，圆满完成郑州、安阳、荥
阳、卫辉等地抢修复电支援任务，为全
省抗洪抢险保供电取得决定性胜利贡
献了洛阳力量。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六届
连创的“全国文明单位”，国网洛阳供
电公司旗帜鲜明讲政治，围绕“我为群
众办实事”，全面推进“双碳”、乡村振
兴等工作，159个党员责任区、314个
党员示范岗冲锋在前，圆满完成全国
高考等71项重要保电，42天吉林抗疫
保电支援任务，充分彰显责任央企“顶
梁柱”担当。

强根铸魂
跑出电网建设“加速度”

近日，洛阳市重点工程——洛阳

110千伏兰台变顺利投运，是全国首
座实现“集控站主站顺控+集控站主
站顺控调用+变电站站端顺控”三种
顺控模式的变电站，标志着洛阳电网
在全国率先迈入一键顺控新时代。

一键顺控是通过将传统变电站设
备改造升级，将大量、繁琐的人工倒闸
操作步骤固化到专用计算机上，自动、
精准地完成相关工作，极大地降低人
员操作强度及触电风险，节约人工操
作时长达90%以上。

党旗所指，行动所向。国网洛阳
供电公司聚焦安全生产、重大保电、工
程建设、科技创新等业务领域，实施党
建、党员“双+”工程，推动党建优势转
化为企业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

在兰台变建设过程中，该公司临
时党支部抢抓黄金施工期，克服疫情
等诸多不利因素，较原计划提前 3个
月建成投运。工程投运后，进一步优
化洛阳市区域网架结构，为洛阳市伊
滨区提供充足电源支撑，保障奥林匹
克中心等一批省重点项目及区域用电
需求，极大提高了电网运行可靠性。

牢记“国之大者”，主动担当作为。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始终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公司上下
始终一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
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大力实施“旗帜引领”党建工程，
构建多维党建管理体系，发挥党组织

“四个作用”、实现“两大价值”，企业凝
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先后荣获全国
文明单位、全国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国
家电网公司先进集体、红旗党委等荣
誉。

擦亮品牌
履行为民庄严承诺

当好电力先行官，架起党群连心
桥。

2021年，国网洛阳供电公司积极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持续实施农网改造升级，新建
改造 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14个、10
千伏配变台区 485个，新建改造线路
1642千米；完成 358眼机井高压配套
设施建设及灾后重建工程57项。

严格落实光伏扶贫和低保户五保
户用电政策，减免低保户五保户每月
10度电费共 1064.02 万元，惠及低保
户五保户约 16万户。先后选派 15名
驻村第一书记定点帮扶14个村，配合
属地党委政府帮扶群众 3万余人，公
司连续 5年在洛阳市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中获得“好”的评价。

实践证明，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
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全面落
实上级重大部署，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现电网脱贫“两提前”，户均配变
容量倍增，农网薄弱局面得到根本性
扭转。

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 16倍，新能
源电量保持全额消纳，推动电能替代
产业发展，累计完成替代电量87.87亿
千瓦时，为洛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作出重要贡献。

“三供一业”供电分离移交改造获
国务院国资委肯定，在全国叫响洛阳
供电模式与洛阳供电标准，管理创新

成果获国家级二等奖的赞誉和肯定。
实施“优无止境、电暖古都”专项

提升行动，节约用户接电成本 4.45亿
元，“洛供阳光 1+1”品牌持续叫响，

“获得电力”表现进入全国优秀行列，
《公共服务大家评》荣获“十连冠”。打
造“洛小电”党员服务队光明品牌，开
展“两稳一保”企业走访3384次，解决

“万人助万企”涉电难题 20项。迎峰
度夏期间组织 368 人到市县 98 个社
区，广泛宣传安全用电、绿色用电、节
约用电，增进理解和支持，为安全生产
和企业发展构建良好舆论环境。

“实干保领先，创新铸辉煌。”国网
洛阳供电公司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
供电公司将在洛阳市委、市政府和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发挥好“四四二”（四个作用、四条
路径、两大价值）多维党建体系的政治
保障作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与经济
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洛阳市洛宁县上戈镇洛阳市洛宁县上戈镇““金果小镇金果小镇”，”，丰收丰收
的苹果树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漫山遍野。。鲁冰鲁冰 摄摄

深入受灾地区开展供电抢修。
李志斌 摄

开展不停电作业。 李帅 摄

开展高温设备特巡。白雅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