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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台前县侯庙镇围绕打造

濮范台扶贫开发综合试验区特色中心镇

这一目标，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为动力，按照“集中力量抓招商、重中

之重抓工业、提质扩容抓城建、巩固提升

抓农业”的工作思路，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决心和干劲，全面加快跨越赶超

发展的步伐，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跨上

新台阶，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新型城镇化建设迈出新步伐，社会各项

事业取得新成绩，侯庙镇脱胎换骨，旧貌

变新颜。

今年上半年，全镇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5.06亿元，同比增长17.8%；财政预算收入

完成903.1万元，同比增长33.2%；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2.32亿元，同比增

长22%；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2.98

亿元，同比增长2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预计完成1.5亿元，同比增长17.2%；农

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3647元，同比增长

16.7%。

招商引资一路凯歌

侯庙镇党委书记李辉介绍，今年年初，

侯庙镇把重点项目建设列为谋求赶超发展

的“头号”工程来抓，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动力，大力实施开放招商战略，

采取全员招商、专业招商、产业招商、以商

招商，实行二分之一工作法，以重奖重罚的

奖惩机制作保障，激发新一轮招商引资、大

项目建设热潮。

至目前，全镇新上、扩建千万元以上项

目28个，项目总投资20.95亿元，其中：向

县集聚区输送亿元以上项目3个，镇区内

25个，目前已完成投资10.8亿元，占项目

总投资额的52%。

生态农业蓬蓬勃勃

在大杨村中鹅实业养

殖基地，记者看到一排排新

建的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有

序，数十名工人正在忙着搭

建新棚。

“特色农业是侯庙镇的

优势产业，也是侯庙镇的一

大亮点。”李辉告诉记者，侯

庙镇结合实际，坚持土地流

转与产业富农相结合，强力

推进农业项目建设，重点高标准打造省道

S101两侧、黄金干渠两侧及邱庄至后付楼

示范路两侧三个现代化农业示范带。大力

发展产业合作社、种养大户，走规模化、集

约化、专业化经营之路，目前，全镇累计完

成土地流转1万余亩，建成了天润苗木基

地、东碱农业示范园、大杨双孢菇基地、宋

坑光明蔬菜基地、张楼东西瓜种植基地等

8处高效生态农业园区。今年春季完成植

树造林39万株。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投

资30余万元，清挖斗农毛渠74条，修建标

准渠5000米，机井50眼，新增有效灌溉面

积2400余亩。

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

据了解，在小城镇建设中，侯庙镇坚持

走“提升城镇品位、改善居住环境、集约节

约利用土地，逐步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

移集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老镇区抓

改造提升，新镇区依托和谐社区抓开发，着

力改善人居环境。一是完善镇政府驻地建

设。二是推进社区及配套设施建设。和谐

社区在一期工程19栋居民楼竣工的基础

上，新开工建设14栋商业门面楼和6栋住

宅楼，目前，10栋商业门面楼和6栋住宅楼

已基本完成主体建设。在社区配套设施建

设上，投资469万元的社区幼儿园，已完成

征地、可研报告；侯庙镇敬老院及一期投资

400万元的侯庙镇第一小学已完成选址、

征地。

社会事业蒸蒸日上

该镇今年农民医疗保险参保率、养老

保险参保率分别为100%、98%；及时足额

发放2430人农村低保和248人五保供养

资金；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投资260万

元新建26个村级卫生室；积极开展群众文

化建设工作，投资200万元，新建张楼东、

东碱场、红庙等村级活动广场4处；认真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遏制了安全事故

发生；深入排查化解信访隐患，扎实做好稳

控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投资12

万元，新安装高清探头17个，使高清探头

总量增加到57个，监控总量增加到84个，

平安侯庙建设已显成效。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其时。站在新的

起点，在台前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新一届侯庙镇党委、镇政府团结带领全镇

人民，承天时、秉地利、聚人和，坚持把求快

与求实结合起来，把快的节奏与干的实效

结合起来，把快速赶超与全面发展结合起

来，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只争朝夕，奏响赶

超发展的黄钟大吕，一个富裕和谐美丽的

新侯庙正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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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打渔陈镇是全县的农业大镇，

农业生产条件先进，几十年来，一直有全

县“粮仓”的美誉，这一度成为该镇干部群

众的骄傲。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镇

农业生产每年都对全镇财政贡献巨大。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打渔陈镇在稳固

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又不满足农业一枝独

秀的局面，在招商引资、种植、加工等方面

也大胆探索，取得突出成效，从一“农”独

秀到“满园”花开。

工业和招商引资。近几年来，以县产

业集聚区和镇花庄工业区为载体，该镇向

县产业集聚区输送并落地项目7个，一是

投资2.6亿元的瑞德压力容器项目；二是从

山东济宁引资1.5亿元的威尔斯工艺品项

目；三是向汽车配件专业园区输送的投资

5000万元的宏通塑化汽配项目；四是投资

5000万元的三星羽绒加工项目；五是投资

6000万元的奇雅思服饰项目；六是向专业

园区输送的投资1.2亿元的恒佳实业。以

上项目目前均已投产。七是投资3亿元的

阿玛尼服装生产项目，目前正在征地。在

本镇辖区内新上、扩建了8个投资超1000

万元的项目。正在洽谈的项目有两个。

小城镇建设。该镇小城镇建设以镇

政府驻地为依托，借助S101从镇政府驻

地通过的优势，以二、三产业为承载，合理

规划布局而共同建设的城镇聚集型社区，

该规划辐射打渔陈、玄桥、石门李等13个

行政村，建筑面积104.458万平方米，建成

后能容纳6680户23380人。项目建设充

分考虑群众的实际和生产生活习惯，采用

多样式、多户型模式，水电暖配套齐全，合

理预留建设发展空间。该项目一期工程

已建住宅楼12栋，建筑面积6.5万平方

米；二期工程计划新建住宅楼15栋，建筑

面积8.5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规划。

投资1680万元新建镇政府驻地门市楼

8600平方米；投资120万元的中心广场、

投资160万元的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投

资300万元的镇中心幼儿园已完工，投资

580万元的镇卫生院正在装修。预计通过

两到三年时间，一个功能齐全、配套完善、

环境靓丽、服务便捷的新型城镇将展现在

群众眼前。

农业农村和精神文明建设。该镇共

建设3处设施农业基地，面积达6000亩。

樱桃、食用菌、西瓜是打渔陈镇的特色。

大学生“村官”、支部书记、“家加家”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庆堂当年带头发

展食用菌种植，田庆堂本人现有大棚15

座，每个大棚投资约6万元，每平方米盈利

40元，两年内就收回了所有的投资，现在

已种植8年。合作社现已发展农户种植

27万平方米，年利润超千万元。田庆堂介

绍，田庄村樱桃园区内樱桃种植面积已达

1000余亩，现已进入盛果期，市场前景十

分看好。下步计划再发展1000亩，形成

规模化的樱桃繁殖培育基地。

前柴村1124口人，全村西瓜种植达

500余亩，几乎户户种植西瓜，户户都有技

术能手。由于技术成熟，又不打药不上化

肥，前柴村的西瓜个个好吃，在全县都小

有名气。2011年初，前柴村成功注册了

“前柴牌西瓜”商标，成为全县唯一一个拥

有商标的无公害西瓜品种，这种品牌的西

瓜目前已经走进了县城超市，该村也连续

举办两届“西瓜大赛”，社会效果良好。以

丁建国为书记的村“两委”班子为使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投

资300万元注册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

走“公司+农户”的路子。同时，前柴村还

连年开展“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推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巧媳妇工程”。该镇尹那里村妇女

杨新焕以雪鸟羽绒为依托，把该公司的

“巧媳妇工程”引进尹那里村，在自己家里

设立加工点，把本村和邻村的留守妇女组

织起来搞来料加工，把企业生产车间搬到

家里，不出家门就实现了勤劳致富，成为

全县有名的“巧媳妇”，收到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镇党委书记苏昊櫆说：“巧媳妇工

程”在缓解企业用工难的同时，很好地促

进了农民增收，还有利于缓解农村“留守

儿童”、“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应

该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王英超文/图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英超丁传安文/图

侯庙镇特色农业区的香瓜喜获丰收侯庙镇特色农业区的香瓜喜获丰收

县领导视察三星羽绒县领导视察三星羽绒

记者在调研中发

现，目前有相当多的农

民由于受农村地区历史

文化影响，对赌博缺乏

正确认识，存在一定程

度的“以赌为乐”生活陋

习，从而为农村赌博生

存、发展提供了丰厚“土

壤”。

记者还注意到，一

些农民“乐赌不疲”，还

有很多农民被“一夜暴

富”所吸引，逐渐从旁观

者变成了参与者。贵州

安顺农村一位老“赌徒”

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

到一个青年农民在输光

后，靠着现场借来的1万

元高利贷当即赢回40万

元。他说，赌博既可以

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

使人一败涂地。一些农

民抱着侥幸心理参与进

去，初期可能尝点甜头，

结果越陷越深、不能自

拔，甚至嗜赌成性。

此外，在法律层面，

当前有关部门打击赌博

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一些基层执法

人员表示，目前相关法规

建设滞后，导致依法打击

农村赌博存在“短板”。

首先，有关“以赌博

为业”的表述是指以赌

博所得为生活或挥霍的

主要来源，但在司法实

践中，“以赌博为业”缺

乏实际可操作性认定标

准，也很少有人因“以赌

博为业”而获刑。

其次，有关司法解

释对“聚众赌博”从人数

和金额上做出了认定细

则，但在实践中却遭遇

种种尴尬。如“3 人以

上”的标准往往面临着

“两人对赌，抽头渔利累

计达5000元以上，或赌

资累计达5万元以上”等

情况，却不能认定是“聚

众赌博”。

第三，对与赌博有

关的涉赌人员惩罚细则

不够明确，比如围绕聚

众赌博而产生的接送、

招引参赌人员，在赌场

外盯梢望风、维持赌场

秩序，帮助抽取费用、记

账的专门人员，对这些

外围人员的惩处，执法

机关往往在法理和实践

层面都面临很大困惑。

基层一些民警认

为，当前法规侧重打击

聚赌人员，对一般的参

赌人员缺乏有效有力的

处罚细则，这也是农村

赌博有所抬头的一个原

因。吉林、天津的一些

执法人员表示，在实际

操作中，一方面，对参赌

人员执法机关只能按

《治安管理处罚法》最多

拘留15天，起不到真正

的惩戒作用；另一方面，

公安机关对罚款的执行

缺乏有效强制措施，罚

款往往很难收上来。

据《经济参考报》

记者近日在天津、吉林、贵州等地农村调研发现，尽管有关部门开展
综合治理打击赌博成效初显，但多地农村赌博活动改头换面、分散隐蔽，
有的转移场所隐藏窝点、专车辗转接送人员，有的配备对讲机、360度监
控探头等先进工具，层层设岗监视执法行动。更有甚者，一些农村赌博组
织体系配套环节渐趋完善，抽成放贷坐收暴利的庄家和负责接送赌徒、盯
梢、记账的外围人员内外分工明确，逐渐形成一条吞噬农民财富的利益链
条。

近年来，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坚持“露头就打”

原则，打击农村赌博取得初步成效。但是，部分

地区赌博活动正转入地下隐蔽发展，手法也频频

翻新，可以说农村赌博在一定范围出现“升级”蔓

延趋势。

除了案件数目惊人之外，农村赌博的具体形

式在不断翻新。据山东、河南、天津一些干部群

众介绍，继赛马、斗鸡、赌羊和斗蟋蟀之后，部分

农村地区赌狗开始活跃。记者曾在天津静海县

与河北交界的一个乡村看到，4辆小型卡车上拴

有共约30条又细又长、擅长奔跑的“细狗”，现场

聚集着上百人参赌。组织者每次选出两条“细

狗”分别由两人牵住，另有1人在100米开外放开

一只兔子，同时放开这两条狗，就赌哪条狗先抓

到这只兔子。一位组织者告诉记者，每条狗身上

下注超过5000元才能开赌，而参赌人员每次下

注的赌资最低几百元、最高几千元。

部分基层民警还反映，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

区的推广普及，赌博借助网络技术“升级换代”并

迅速蔓延。山西晋城警方曾破获一个赌博团伙，

犯罪嫌疑人赵五庆等人多次纠集、招引一些富裕

起来的农民，利用互联网参与缅甸赌场举办的网

络赌博，从中提取利润。据当地警方统计，有11

个乡镇100多位农民参与，涉案金额高达3200

万元。

此外，随着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打击力度加

大，部分地区农村赌博活动改头换面、分散隐蔽，

有的转移场所隐藏窝点、专车辗转接送人员，有

的配备对讲机、360度监控探头等先进工具，层

层设岗监视执法行动。一些农村赌博团伙甚至

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以合法的棋牌室、彩票站

掩护从事赌博行为。看似正规的彩票站实际上有

正规彩票和黑彩两个账户，棋牌室则以红、绿、蓝

等不同颜色筹码代表不同金额，赌完后再拿筹码

换钱。这种情况即使警方控制了现场、认定了证

据，也很难把筹码作为认定赌博的依据。

吉林公主岭市公安局6月17日破获一起农村

聚众赌博案件，抓获本地和外地涉赌人员共100

多人。执法人员经审讯发现，赌局的设局者“二十

抽一”，即一次2万元的赌资能抽1000元的利

头。这场赌局刚刚两个小时就抽了几万块钱。

一些不法分子还在现场放高利贷轻松坐收

暴利。天津、贵州等地一些基层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当前农村赌博较为流行的高利贷是“九五

利”，即借给参赌人9500元，3天后要偿还1万

元。有的地方利息更高，1万元的高利贷一天利

息就是500元。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村赌博的组织者大多

通过抽成、放贷等非法手段轻松坐收暴利。一个

赌局赌的次数越多，设局者抽成也就越多，一些

设局者一天的抽成高达20多万元。在这样惊人

利润的刺激下，大量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一茬接

一茬”地推动农村赌博蔓延，有些不法分子为逃

避执法机关打击，频频翻新聚赌手法并具备一定

的反侦查能力。

庄家抽成放贷坐收暴利 外围接送盯梢记账分工明确

农村赌博组织农村赌博组织催生灰色利益链催生灰色利益链

记者调研发现，农村赌博形式在改头换面

不断蔓延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动

向。其中一个特点便是涉赌人员结构多元

化。据天津、吉林等地公安人员介绍，近年来

农村涉赌人员在年龄、群体、性别等方面出现

多元化趋向。一是年龄由中青年为主开始向

两端延伸。二是妇女比例逐年增加。三是群

体结构多元，一些“致富能人”甚至中小学生也

深涉其中。

此外，农村聚赌地点更趋隐蔽变换。聚赌

人员大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展“游击战”，

聚赌地点千变万化。首先是农村生产生活场所

成赌博“主战场”，一些空置老屋、闲弃厂房频频

被用来聚赌，而且最多不超过3天就换地方。

其次是县市区域交界处成聚赌“好地带”。第三

是深山老林、荒地河边等偏僻地成为聚赌“新胜

地”。

同时，农村赌博组织体系配套环节渐趋完

善。据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介绍，当前在农村地区

组织赌局需要内外两方面人员缜密配合。一方

面，内部由庄家负责提供场地、召集人员，并从赌

局中“抽红”；另一方面，外围人员各有分工，形成

利益链条，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到村屯路口，再

到山田道口，一般设有三四道岗哨，酬劳为每人

每天100元，负责往返接送参赌人员的司机，一

天收入200元，还有专人负责送饭，费用全由庄

家支付，一天的费用在1500元左右。

在调研中，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群众对农

村赌博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赌博不但为农村

社会稳定埋下极大隐患，也危及基层党和政府

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首先应该看到，赌博

会诱发刑事犯罪等恶性事件。2013年，吉林公

主岭市公安局范家屯派出所破获的“9·14”杀人

抢劫案，就是一起因赌博诱发的刑事犯罪案

件。犯罪分子因输钱顿起抢劫邪念，在入室抢

劫中遭到激烈反抗，顺手抄起院中斧头对受害

人痛下杀手。吉林省治安管理总队负责人曲永

发认为，农村赌博往往使参赌农民债台高筑、倾

家荡产，一些输掉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青壮年

农民极易因此打架斗殴、杀人抢劫，给基层社会

治理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同时，农村赌博还叠加放大涉黄、涉黑、涉毒

等事件负面效应，同时还导致不少农村致富能

手、失地农民因赌返贫。

1 赌博形式改头换面转入地下 设局者抽成放贷坐收暴利

2赌博组织分工严密形成利益链条 致富能手、失地农民因赌返贫

3以赌为乐助长歪风邪气
法规滞后成治赌“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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