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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农村集体资产
□本报记者王东亮董豪杰仵树大段宝生

李廷魁 用大爱温暖523名学子

据新华社西宁8月19日电

标题新闻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
开幕强调

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美好未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郏县农民郭亚培

入围第十届“中国青年创业奖”

过去不起眼的坑塘、道路、桥梁、水

井，甚至荒山荒坡，如今成了能抵押贷款

的集体资产；过去穷得叮当响、了无生机

的村子，如今成了一方发展热土……近年

来，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

进，上演了一处处“沉睡资产唤醒记”。重

新激活的集体资产，成为破解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壁垒的关键，集体成员有了“股民”

这一新身份，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也纷纷以

崭新形象“敲开”市场大门。

摸清家底算清账

一列小火车，带着游客，绕着村道，一

趟下来，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的账户上，

就增加100多元的收入。

游船、碰碰车、水上大舞台、滑雪场、

千亩梅园……看似与小山村“格格不入”

的各类游乐、休闲、住宿、餐饮等设施，如

今成了花石村致富的好项目，通过入股分

红、打工工资、集体分红等方式，去年花石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4万元。

发展旅游业，给花石村带来了巨变。

村民连小青不仅是水上乐园的工作人员，

还入股了村里的旅游项目，有工资、有分

红，收入大增。

万事开头难，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步不

易。2015年，全国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

权能改革，济源市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的试

点，花石村是济源的一个村级试点。以集体

资产抵押贷款，是花石村发展的第一步。

但村里到底有多少资产，什么能成为

资产？花石村党支部书记周全喜说：“说

实话，过去谁也说不清楚。”改革前，这是

我省众多乡村的“通病”，长期以来，各地

一直存在农村集体资产家底不清、归属不

明、价值难以界定等问题。集体“账本”难

算清，又怎样激活资产？

与全省各地一样，花石村的第一步是

清产核资，家底彻底弄清了，荒山荒坡等

资源性资产，砖场、鱼塘等经营性资产，办

公用房等非经营性资产，总计885万元。

“今年用集体资产作抵押，贷款90万

元。”周全喜说，核清资产，有了资金，花石

村还拿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沉

睡的资产终于激活，花石村牵住了发展的

“牛鼻子”。

借改革之力，如今的花石村，游人纷

至沓来。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82.7万元，

是2015年改革之初的3.3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濮阳县渠村乡

大闵城村党支部书记邹建明最发愁的事

儿。7月30日下午，邹建明这样对记者说：

“我们是省级深度贫困村，虽然去年实现整

村脱贫，但不能光脱贫啊，得发展，得致富。”

过去，村子穷得连个村委会办公的地

方都没有，村干部有事情商量就去村主任

家。2018年之前，大闵城村几乎没有集

体经济，村民“单打独斗”。邹建明介绍

说，为啥穷？咱没资源啊，守着黄河都用

不到黄河水，水面比耕地低两米多呢。后

来，村干部们找到了路子，村里有种红薯

的传统，咱种红薯、做粉条！

摆在大闵城村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资

金。“过去，村里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去哪

儿筹钱？”谈及发展之初，邹建明说。但改

革为大闵城村带来了希望。

村里的110多亩坑塘、50眼机井、路、

桥等资产，经过评估后，价值148.6万元，

通过抵押贷款，大闵城村拿到了第一笔

40万元的启动资金。村集体流转360亩

地，种上了红薯。亩产超过3000公斤，按

0.5元的市场价，亩收益达3000元，除去

成本，亩纯收入超过1000元。

为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村里贷款建起

了粉条加工厂，又对粉条厂进行二次评

估，再抵押贷款进行发展生产，目前各类

资金投入已达600万元。一个“身无分

文”的穷村就这样一步一步启动发展引

擎，路子越走越宽。

大闵城村的做法在濮阳已作为一种

成功模式引起各方关注。如今，村里发展

有钱了，村干部们也敢想敢干了。除了粉

条加工厂，村里还入股建了温泉洗浴中

心，同时还准备建有机肥厂，村里的基础

设施建设也提上日程。

管好用好集体资产

摸清集体家底是第一步，管好用好集

体资产是第二步，也是摸家底的目的。

“家底”丰厚，让漯河市召陵区天桥街

道办事处的万庄村成为少有的富裕村。

位于召陵区铁东商业区核心位置的万庄

村地理位置优势，光明路市场、105间门

面房、2250平方米的仓库，仓储、运输、房

屋租赁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集体资产足，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

是万庄村的关键。7月24日，万庄村村委

会副主任万连昌向记者介绍说，母鸡与鸡

蛋，是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遇到最多的问

题。漯河市汇盛科技公司、海樱调味品企

业的发展用地问题，最能体现这一点。企

业发展需要使用万庄村土地，是拿土地赔

偿金“一赔了之”，还是以土地入股，让集

体土地这只鸡不停地下金蛋，让群众长期

受益？万庄村最终决定以土地作价852

万元入股企业，如今村集体从两家企业每

年可分得红利300多万元。

▶下转第二版

“爷爷您好！自上次我去家里看您已

经一个多月了，您身体还好吗？”……

8月19日上午，在新安县万基花园小

区李廷魁老人家中，一封特殊的来信让老

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来信的人叫

裴杰，是15年前李廷魁资助的一名学生，

也是他523个“孙子孙女”中的一个。

李廷魁1925年出生于新安县正村乡

白墙村，20岁时便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

随着我国电力建设的队伍走南闯北。

1983年，58岁的李廷魁再次踏上家乡的

土地，村民们低矮破烂的住房条件深深刺

痛了他，也让他陷入思考：新安县地下蕴

藏着丰富的煤炭、铝土资源，如果因地制

宜搞电力，再以电带动铝等产业发展，定

能让家乡人民走上富裕路！

1987年，在他的倡导下，新安电厂正

式开工。此时已离职休养的李廷魁，没有

回西安市舒适的家中颐养天年，也拒绝了

南方几家大公司的高薪聘请，却接受了新

安县经济总顾问、新安电厂名誉董事长的

职位。从此，李廷魁为电厂的建设日夜奔

走，干了20多年不要工资的“义务工”，而

电厂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中国企业500强

榜单“常客”的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97年，李廷魁老人又做了一个让人

惊叹的举动。当年，新安县为表彰他对新

安电力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为他颁发了

“突出贡献特别奖”，并一次性奖励20万元

现金。在颁奖仪式上，李廷魁当场宣布：将

这20万元全部捐出，支持家乡教育事业！

此后，李廷魁老人又成立了“李廷魁

教育奖励基金会”。基金会以这20万元

为基础，每年用利息专门资助一批品学兼

优、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1998 年到

2007年，新安县又先后8次奖励了李廷

魁，奖金共计37万元。老人依然分文不

取，全部捐给基金会。2010年8月，热心

教育的李廷魁老人又出资40多万元，在

各方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新安

县第一所民办学校——新安县博达学校，

并担任学校董事长。

截至目前，李廷魁教育奖励基金会累

计拥有基金433万元，先后资助了523名

品学兼优学子圆了大学梦，共发放奖金

229万元，如今有的学子已经走上工作岗

位，有的还挑起了国家尖端科研项目负责

人的重担。学生们上大学后，从四面八方

寄过来的信件，他都一封一封地保存着。

李廷魁总对人自豪地说：“你看，我现在有

500多个孙子孙女呢！”

老人的善举，产生了“滚雪球”效应，

不但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誉，也感召了许多

追随者。从1998年至今，每年暑假的时

候，李廷魁教育奖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

会接待许多的来访者，少则几百元，多则

上万元，这些人慷慨解囊，不求回报。而

那些受资助的孩子，也延续了老人的爱

心，很多人在大学里做义工，到养老院照

顾老人，参加义务献血……

“我老了，不过那些孩子一个个都会

成为有责任心、有爱心的栋梁之材，基金

会肯定会一直办下去！”这就是李廷魁老

人最大的愿望。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毋昆
王秋生耿小玉）8月16日，“拥抱乡土，

与田园共美好”——2019河南乡村振兴

与农旅融合发展论坛暨河南省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孟

州市召开。

会议聚焦“乡村振兴与农旅融合发

展”，邀请100余位乡村振兴专家齐聚孟

州，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实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从政策解

读、实施路径、创新案例以及运营实践

等多方面进行研讨和交流。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8月18日晚，

由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主办，省体育局、

濮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19中国极限

运动大会开幕式在清丰县的中国·清丰

极限运动基地举行。

本次大会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内蒙古、黑龙江、西藏等30个省、

市、自治区的1100名运动员参赛。8月

18日至24日，运动员在斯篮搏、小轮

车、跑酷、冲浪、摩托艇、街舞、轮滑、攀

岩、滑板9个大项34个小项中进行角

逐。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增强）
8月16日，记者从共青团平顶山市委获

悉，郏县长桥镇青年农民郭亚培成功入

围第十届“中国青年创业奖”表彰名单。

目前大赛已进入网络大众评选阶段。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选树表彰

青年创业典型，弘扬青年奋斗精神，引导

广大青年强化创新理念、增强创业意识、

投身创业实践，推动形成鼓励、支持青年

创业的良好氛围，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中国青年创业奖”

评选表彰活动。

今年36岁的郭亚培2013年返乡创

业，创办了平顶山市绿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2018年种植面积达2160亩，注册的

“汝河湾”富硒系列农产品获得中国绿色

健康食品认证。2018年，他的功能元素

农业种植技术被省科技局认可并把公司

定为功能元素农业种植技术科研基地。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郭建立高月

河南乡村振兴与农旅融合发展论坛在孟州召开

拥抱乡土 与田园共美好

中国极限运动大会在濮阳开幕

8月16日，渑池县仰

韶中涧花椒合作社的员

工在烘干花椒。该合作

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烘

干花椒的难题，使烘干的

花椒色泽更艳丽，味道更

醇厚，卖相更诱人。渑池

县现种植花椒27万亩，

花椒专业示范村达 31

个。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出 彩 河 南 人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魏维）

“我们厂把村里废弃不用的秸秆、花生

壳、玉米秆加工成无污染的环保燃料生

物炭，目前技术、销路都不成问题，就是

电力供应跟不上，限制了扩大规模。”8

月18日下午，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豫岗

生物炭厂里，返乡创业青年付齐伦正在

向南阳市委组织部及相关市直单位领

导汇报工厂发展情况。

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是一名从

残疾人贫困户成长起来的优秀村支部

书记。李健因公致残被识别为贫困户

后，在党的政策及帮扶干部的帮助支持

下，不等不靠、奋发自强，不但自己脱贫

还被推选为村支书带领全村共同脱贫

致富，并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

8月18日下午，南阳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吕挺琳带领市委组织部及市

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市残

联等市直单位相关领导，到付楼村调研

指导党建及产业扶贫项目发展工作 。

实地调研结束后，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

在付楼村村部举行了座谈会。李健等

人在汇报中详细介绍了付楼村的党建、

脱贫、产业发展、教育、村“两委”班子运

行等情况，并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薄弱、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有待提升等

制约本村经济发展的难题。与会领导

高度赞扬了李健身残志坚、自强不息、

感党恩跟党走、忠诚担当、公道正派的

精神品格，对付楼村的发展成绩表示肯

定，并针对发展中存在的短板集体把脉

会诊、献计献策，在各自工作领域中提

出切实可行的帮扶办法。

南阳市组织部门为桐柏县付楼村把脉会诊

让付楼村真正富起来

渑池
烘干花椒
香飘小康路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敏）8

月19日，记者从漯河市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该市将举行“字圣故里·漯河

中华汉字文化名城”LOGO征集大赛，以

“汉字名城，创意之约”为主题，面向全国

征集作品。

据悉，漯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许

慎文化和汉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开发

利用，先后投资建设许慎文化园、贾湖遗

址公园，成功举办四届许慎文化国际研

讨会。2015年11月，第三届许慎文化国

际研讨会期间，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授予漯河市“中国汉字文化名

城”称号。

本次大赛共分三个阶段：8月19日

至10月31日是赛事启动及作品征集阶

段，参赛作品均采用网上提交形式；11月

1日至12月10日是作品评审阶段，12月

11日至12月31日是评选结果公示及作

品颁奖阶段，一等奖奖金为5万元。

漯河市

征集“中华汉字文化名城”LOGO

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