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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杂谈

抱团发展、“筑巢引凤”、“借鸡下蛋”

脱贫“摘帽”品牌当先
河南省14县农业品牌扶贫整县推进会召开

栾川县石庙镇龙潭村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是洛阳市首家农村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揭牌运营了将近一

年，参与合作社的村民们全部拿到了持股

分红。

“我们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会小

会都讲过，就是把村剩余的、闲置的资产

整合起来，把能经营的都经营起来，统一

划分成股权，分到村民手里。”村民常大琴

说，变成股民的她，收入比以往增多了。而

她所说的改革和“资产”，包含的内容不

少，在林权方面，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

民拿到了林权证，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

人定心；在承包地方面，土地确权颁了证，

农民吃了“定心丸”，更加放心地流转土地。

改革盘活了资源。合点并校后闲置

的村小学，被外地老板看中，投资变身成

了一处农家乐。村民常娜娜就在客栈里

打工，她说：“这个宾馆是村集体建的，我

们在这里打工，平时可以挣到零花钱，年

终时候每个人可以有一些分红。”

村民杜留绪原本是龙潭村的村民，地

里的农活、外出务工的事就够他忙的，村

里的事情从来不关心。自从加入村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之后，他发现，如今村里

的各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自己参与村里

事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自己的参与意识

越来越强。“原先村里发展状况不明了，现

在每项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以及发展项

目，群众都有知情权，也有表决权，我们非

常满意。”杜留绪说。

在进行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探索

试点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经营不善和资产

的流失，防止少数人说了算，栾川县积极

引入第三方公司，对重大决策，如折股量

化方案等进行第三方评估，实现了公正公

开。在这个基础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资源性

资产摸得一清二楚，非经营性资产筛查得

明明白白，这些资产就形成了一个吸引投

资，实现创业的“巢”，“筑巢引凤”，使得村

级集体经济获得了发展。

栾川县石庙镇党委书记王跃红说：“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分光吃净，

而是要把农村的财产底子弄清，家底弄明，

让每个群众真正知道，我们村有多少资产，

有多少家底，这些家底能用来干什么，能够

带来多少利益，只有把这些弄清了，群众才

会积极参与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摸清村级集体资产，不仅能“筑巢引

凤”，还能“借鸡下蛋”。濮阳县大闵城村

有很多荒废的坑塘，该村支部书记邹建明

说，前段时间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对坑塘

进行了测量、登记。“这废旧坑塘能确权、

能抵押贷款，想发展集体经济，抵押之后

就能贷款了。”

濮阳县水利局负责人说，这个测量登

记的过程并不复杂。首先由村委会提出

申请，对验收合格的小型水利设施，像桥、

闸、涵、硬化渠道进行填制申请表，乡镇政

府确认，我们对已经验收合格的水利设施

现场绘制平面图，拍照、签字盖章，然后办

证确权。

大闵城村是典型的黄河滩区村，长期

面临着村集体经济空白的窘境，测量登记

后，一些废弃的资源，如荒废的坑塘等变

身为有用的集体资产，颁证后就获得了具

备抵押的能力，从而“借”来宝贵的发展资

金。大闵城村村主任张益群说，在村集体

资源颁证确权以后，村委依据评估价值到

市场监管局注册了村集体公司，公司作为

贷款主体到县两权抵押贷款服务中心进

行抵押贷款，村里的粉条厂，就是这么

“借”出来的。

在“借鸡生蛋”的过程中，除了“借”资

金，还有“借”人。村级集体公司作为法

人，引进先进企业抱团式发展，通过职业

经理人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促进企

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抵押贷款资金和各级扶贫资

金，濮阳县40多个贫困村获得了960万

元的贷款，濮阳县委常委晁自强说，这种

模式让全县掀起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热

潮，“围绕盘活集体资源做文章，形成了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促产业这

么一种模式，努力实现全县村村有产业，

村村有集体收入，大大激发了农村的经

济活力。”（李鑫任磊萍袁鑫）

河南村级集体经济多种发展模式赚“钱景”

日前，全国首个《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地方标准在

山西发布，并将于2019年8月25日实

施。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预示着不久

的将来，农业生产托管行业将更加规

范，农民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

保障农业服务业从一开始就高起点、规

范化、高质量发展。

土地碎片化经营和小农户长期存

在是当前农业发展的基本农情。加快

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

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

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农业适

度规模化发展，降低农业成本是提升我

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所需。此前

探索的土地流转作为规模化手段之一，

在农产品价格趋稳和高企时，发挥了较

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农产品卖难面

前，毁约成为流转主体和小农户经常面

临的难题。

出台的《规范》明确要求，农业生产

托管的前提条件是不流转土地经营权，

只提供生产环节服务，并明确要求把小

农户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

《规范》中对服务方式、服务组织、服

务内容都有详细的标准。要求参与托管

的主体必须具备法人资格和两年以上农

业社会化服务经验，同时，必须拥有与其

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

机械和设备以及农业技术力量。细化规

定了提供农业市场信息服务、农资供应

服务、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服务、农机作业及维修服

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和营销服务等七

大服务，每一项服务又细分出多项具体

规范。同时进行了标准分类，区分了全

程托管、单环节托管、多环节托管、关键

环节托管等服务方式。农户可以将耕、

种、防、收、加等作业环节全部委托，或者

选择几个环节进行托管。（晋农）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农业品牌扶贫

现场会精神，8月14日，省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在郑州举办河南省14县“三品

一标”农业品牌扶贫整县推进工作会，

今年14个拟摘帽的贫困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省辖市“三品一标”工作机构及

驻豫绿色食品定点检测机构的70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科

就做好“三品一标”农业品牌整县推进

中的调查摸底、培训指导、材料组织、现

场检查、检测检验等相关技术要求等做

了细致的解释说明，对相关工作进度和

时间安排做了统一要求。省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主任余新华指出，“三品一标”

品牌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相

关市、县要高度重视，积极引导扶持当

地优秀企业、优质产品尽快认出来、管

理好、推出去，走向一线市场，实现优质

优价，促进农民增收。同时，要注重实

效、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全省联动和稳

步推进，为贫困地区农产品插上品牌的

翅膀，推动贫困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再上

一个新的台阶。

省绿色食品中心书记樊恒明在会

上强调，14个县要明确任务，做好“三品

一标”农业品牌扶贫整县推进具体工

作，要把品牌扶贫工作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体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切实

发挥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积极

贡献。

8月18日，全国花生生产全程机械

化推进活动暨河南省花生收获机械化技

术现场演示会在正阳县举行。这次演示

会有来自全国21家企业生产的38台不

同型号花生收获机具进行作业演示，这

些机械代表了我国目前花生机械化收获

方面最先进的研发成果。

近年来，正阳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发展优质小麦、

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推动布

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

展产业化“四优四化”为重点，积极调整

种植结构，花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目前

达到172万亩，成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

大县。在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方面，正

阳县主动与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农机

生产企业加强协作，不断提升产品新工

艺，使花生从播种到管理、从收获到初加

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花生收获期由

原来的45天左右缩短为现在的7天左

右，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和生产

成本，对稳定花生种植面积、推动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支撑作用，实现

了黏土地大规模种植花生的奇迹。

“铁滚，你这长一地草干吗还浇水，直

接犁掉晒旱垡不就得了。”8月14日，汝南

县板店乡刘营村村民樊铁滚正在一块长

满嫩草的地里浇水，一过路人看到这种情

况非常好奇，就向樊铁滚大声喊道。

“我这可不是草，是名贵中药材半枝

莲。”正浇地起劲的樊铁滚听到有人喊他，

便停下手中的活，放下水管走到地边与人

攀谈起来。樊铁滚这8亩多地种的是中

药材半枝莲，由于前天刚收割过一茬，现

在正发嫩头，看起来就像一地青草，过路

人误以为是野生杂草。

据樊铁滚介绍，半枝莲是多年生植

物，一次种植多年收获，以地上全草入药，

一年可以收割四茬，一亩地可收获干药材

700多斤，以目前每斤6元计算，亩收入

4200元，比种植小麦玉米两季的收入高

出很多，还省去了犁地播种钱。

“靠这8亩半枝莲，去年我家顺利摘

掉了穷帽，今年又被评为全乡‘脱贫致富

标兵’，还在乡政府披红戴花领过奖品，半

枝莲就是我家的‘绿色银行’。”樊铁滚自

豪地说。

“真没有想到种药材效益这么好，明

年我也想种2亩试试。”听了樊铁滚的介

绍，路人也有些心动。

据刘营村第一书记李杰明介绍，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板店乡把种植中药

材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

一项特色产业来抓，全乡成立了多家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走“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路子，免费为贫困户提种

苗和技术指导，统一订单回收，让种植户

后顾无忧。目前，全乡有很多农户种植

了半枝莲、夏枯草、白花舌草、何首乌等中

药材，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且有逐渐扩

大之势。

农民工提供劳动后有权依法按时

足额获得工资报酬，任何单位、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无故拖欠或者克扣。日前，

人社部发布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的通知。

工资应该怎么发？通知指出，农民

工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给农

民工本人，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

其他形式替代。可以通过现金支付，也

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农民工的社

会保障卡或者工资支付银行卡。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与农民工依法约定的工

资支付周期和具体支付日期支付工资，

每月至少向农民工足额支付一次工

资。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资计算和支

付周期由双方约定，但支付周期最长不

得超过一个月。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

应当向农民工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

拖欠工资谁来担责？通知指出，依

法建立劳动关系的，由用人单位承担清

偿责任。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招

用农民工，农民工已经付出劳动而未获

得劳动报酬的，除本条例另有规定的外，

由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依法承担清偿责

任。劳务派遣的，应当由劳务派遣单位

依法承担责任。用工单位使用个人、不

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未依法取

得劳务派遣许可证的单位派遣的农民

工，由用工单位依法承担清偿责任。

针对农民工遭遇拖欠工资较多的

用工领域，《意见稿》指出，用人单位、建

设单位或承包单位将工作任务或建设

工程发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

资格的单位，发包单位依法承担农民工

工资的清偿责任。

此外，该条例还特别对农民工从业

最多的工程建设领域有详细的意见，以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比

如，施工总承包单位开设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建议分包单位委托施工总承包

单位代发农民工工资等。同时，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拒不支付的行为，该条例也

列出了明确而严厉的处罚措施。（钟欣）

□本报记者董豪杰

8月18日，杞县柿园乡葛寨村贫困户和堂民在家中加工蒸笼。和堂民利用传统手工

技艺制作规格不同的蒸笼，产品远销到郑州和河北、山东等地，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

路。刘银忠摄

农民工工资一月最少发一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汝南县农民樊铁滚

依靠种“草”摘穷帽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全国花生机械正阳大比武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文/图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或渐规范
小农户获支持，将给农民争取到更多实惠

核心提示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
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
措。经过不断地探索实践，目前
在我省各地通过抱团发展、“筑
巢引凤”、“借鸡下蛋”等村级集
体经济的发展模式，让农村集体
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赋
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持
续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眼下正是大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
北京市平谷区北独乐河村的桃花苑果蔬
产销专业合作社，有一个人人皆知“三不
摘”原则：不到树熟不摘桃、甜度不够不
摘桃、下雨过后不摘桃。这套原则的发
起人——桃花苑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
长王庆林，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编制了
章程，“讲诚信”是第一要求。他要求社员
诚信种桃、诚信卖桃，还定下“三不装箱”
的规矩：有病虫害的不装箱、有硬伤的不
装箱、色泽品相不好的不装箱。

如此诚信经营，为王庆林的果蔬产销
合作社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和长期稳
定的收益。

俗话说：“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这让笔者想起几年前到东北采购小米的
经历。当地农民告诉笔者，一斤小米2
元。熟悉小米生意的笔者随口一问：要是
不加陈米，一斤多少钱？得到的回答是

“不加陈米一斤2.5元，但一般都加陈米
卖”。而农民后面的话更让笔者吃惊，他
说，诚信未必卖上高价；不诚信，反倒能增
加眼前的收益。笔者想，这种心态一度在
农业种植者和经营者中比较普遍。

但是，王庆林的故事却告诉人们：坚
持诚信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会大大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业价值链空间。据
了解，王庆林的社员们不用违禁农药、不
施劣质肥，几年来，果树品质明显改善，大
桃品相随之变好，不仅不愁销售，一斤售
价还平均提高了五毛钱。“三不摘”和“三
不装箱”规矩，无疑是他们的法宝。

如此看来，我国各地特色农产品众
多，假如都能诚信种植、诚信经营，让消费
者可以简单、便捷地买到“好货”，消费者
一定会给个“好价”，这也是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重要突破口。（徐春晖）

订单滚滚来
也要“三不摘”

手制蒸笼 脱贫致富

8月15日，游客在宁陵县赵村乡新吾葫芦

文化大观园观赏各式各样的葫芦，巨型大葫芦、

莲花头葫芦、八宝葫芦、手捻葫芦、蚂蚁肚葫芦、

长柄大葫芦、鸡蛋葫芦、苹果葫芦，一个个大大

小小压弯了棚架，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成了

美丽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吕忠箱摄

小小葫芦娃
扮靓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