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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改革要动力，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不断提高

1 月 30 日，对于南昌经开区蛟桥镇龙潭村的 1899 位村
民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当天上午，在村委会门前的广
场上，村民们排起了5列长队，首次获得189.2万元的村集体
经济分红，个个喜笑颜开。

在鹰潭市余江区杨溪乡杨溪村，“宅基地不是祖业，是
集体资产”“一户只能一宅，建新必须拆旧”等接地气的宣传
标语随处可见。“用房子入股，收入有保障了，日子越发红火
了。”村民杨四强高兴地说。在当地，像老杨一样享受改革
红利实现脱贫致富的村民还有很多。

龙潭村、杨溪村由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只是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我省通过改革，以前“看得见，摸不着”的集体资产，变为现
在的人人有份，村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迸发，幸福感、获
得感不断提升。

据了解，我省自2016年启动试点，聚焦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等重点
任务，深入推进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9 年我省被
确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2020年 10月
底前基本完成整省试点任务，并以省政府名义向国务院报
送了总结报告。截至2020年12月底，全省近21.2万个农村
集体（乡村组三级）共核实2017年集体资产994.5亿多元；全
省近 2 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赋码登记，其中村级
17712 个，基本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登尽登；农村集体
累计分红1.94亿元。

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乡村
不断释放新活力

“当前，制约农业农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深化农村改革永远在路上。”省农
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倪美堂说。如何打破困局，推进农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加快推动江西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
转变？我省积极探索，不断破解发展中的难点痛点。

“‘地押云贷’真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日前，万安县
芙蓉镇水稻种植大户邱日福向记者介绍，受限于资金不足，
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计划一推再推，好在当地经管站让他
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作抵押，到建行万安县支行进行贷款
（“地押云贷”模式），不到半个小时就获得 142 万元贷款。
“有了周转资金，我新增土地流转 900 亩，将进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

类似于万安“地押云贷”，我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去年以来，我省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农村改革。年度 23项重点改革
举措进展顺利，25项改革台账均按时间节点完成销号，计划

今年重点再推17项改革举措。
一系列强有力的农村改革措施，让我省乡村不断释放

新活力。去年全省“财政惠农信贷通”新增贷款93.19亿元，
累计受益户数14.29万余户；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1855
万亩，流转率50.3%；培育农民合作社7.39万家、高素质农民
18.7万人，纳入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农场9万余家。

完善长效机制、夯实基层基础，构建
社会治理新格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基石和
第一推动力。在深入推进农村改革试验中，我省重点围绕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
理事会、红白理事会、法律明白人等建设，不断夯实农村基
层基础。

“咱们周屋村，人好民风淳。立村规民约，正风俗德品，
仁义礼智信，做人之根本，爱国亦爱村，‘三观’需端正……”
日前，在赣州市大余县新城镇周屋村，村民们围坐在一起，
听着村剧团编排的乡风文明诗歌，大伙也学着唱着，好不热
闹。

“乡风文明行动”不仅改变了该村的风貌，更让无数个
“周屋村”焕发生机。近年来，我省围绕农村婚丧大操大办、
薄养厚葬、赌博成风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通知，一些地区创
新做法，让文明之风吹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近年来，按照“提升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水平,在增进老
区人民福祉上走前列”的要求，我省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
路，先后涌现崇仁县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新余市“颐养
之家”、大余县“殡葬改革”、寻乌县“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等
一大批乡村治理先进典型。

向改革要动力 向创新要活力
——看我省如何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杨 平 本报记者 游 静

核心提示

2020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一年。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鄱阳湖流域超历史洪涝灾害，全
省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在疫情及汛情
双重考验面前，我省坚持把改革创新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以改革
创新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深化改革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
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法宝。改革开
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
村改革渐进展开、持续推进，极大解放和
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调动了亿
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乡村发展注
入强大活力。发展无穷期，改革无止
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仍然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
持续深化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合、系统
集成，不断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

要着力加强农村承包地改革和管
理。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
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必须坚持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切实加强农村
承包地日常管理和矛盾纠纷仲裁调解，
有序开展二轮承包到期再延长三十年试
点。积极促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
规范有序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利用好农村土地确权成
果，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拓展土地
经营权的用益物权。

要着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大举措。在完成农村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推进集体资产股份量化等工作的基
础上，推动健全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成
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有效
运行机制，探索实行村民委员会社会事
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切实加强农村
集体“三资”监管，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的
登记、保管、使用、处置等制度，落实集体
资产年度报告制度。完善各项政策措
施，探索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健全
村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机制，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集
体成员的功能。

要着力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仍是弱质产
业，农村仍是薄弱环节，农民仍是弱势群体，必须健全保
护制度。长期以来，农业农村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
突出贡献，目前已经到了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的阶段。同时，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三农”是拉动内
需的重要阵地，潜力和空间巨大。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逐步构建符合国情省情、指向明确、重点突
出、措施配套、简便高效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积极调
整完善土地出让使用范围，逐步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
例。积极推动由财政分散投入转向更多地开展统筹整
合使用，提高财政支农效益。积极引导金融资金和社会
资本更多投入农业农村，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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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自从种上花草后，我没事就领着孙女来逛逛，
心情都变好了。”说起如今村里的变化，上高县南港镇员
山村曹大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南港镇积极做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持
续强化资金投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及爱国卫生运
动，呈现出一幅村村增绿、处处有景、户户整洁的美丽画
卷。

临近春节，一场别开生面的环境整治“大比武”在南
港镇拉开序幕。7支由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退役军人
等组成的队伍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大比武’开展
了几次后，乡村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村民参与度也更高
了。”南港镇干部江璐说起变化很感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键要让村民自觉参与。据了
解，南港镇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范畴，

通过开展环境整治竞赛和“最美家庭”评选，激发群众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农村人居环境不仅要建得好，还要管得好。为了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南港镇还以环境整治为契机，纵深推进
厕所改革，完善农村垃圾转运处置体系，建设美丽宜居示
范村1个，安装路灯200余盏，新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1
处、文体广场4处，3个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配备垃圾箱
2500个，招聘101名村级保洁员，让整治后的村庄环境由
一时美变得长久美。

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南港镇还对承载历史的文化遗
产进行了有效保护，如员山村的三朝侍御牌坊、前进村的
文峰塔和太子祠等，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
环境整治不但刷新了南港镇的“颜值”，还提升了乡村的
内在“气质”。

上高南港

人居环境整治刷新乡村“颜值”
李超群 易奇勋

环境整治
山乡宜居

2月2日，无人机航拍分宜县洞村乡南村村，村容村貌整洁美观。该村依托当地旅游资源，建成“敬农馆”，成
立旅游公司，带动60多户村民发展民宿，拓宽了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丰城讯（记者林雍 通讯员熊佳凤）步入丰城市
小港镇各村庄，目之所及，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过去，小港
镇因地处交通要道口，尤其是节假日，过往人员多、车辆流
量大，多次整改却收效甚微，环境卫生曾是困扰该镇的“老
大难”问题。小港镇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真抓实干，
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群众是农村环境整治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农村环境整
治的主力军。2020年以来，小港镇积极发动群众行动做好
门前“三包”和垃圾分类投放，聘请专人打扫卫生，一日一
扫、一日一清，真正做到不留“死角”、不留残存垃圾。同
时，该镇还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评比与年度考核“挂
钩”，组织人员每天进村（居）、进组现场打分评比。

村庄环境好 村民美滋滋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吴兴宝）春节即将来临，为给居
民创造一个清洁、温馨的环境，1月 30日，党员干部在南昌
市青云谱区岱山街道梨园北社区开展“迎新春大洗城”卫生
大清扫活动。

大家分工明确，不少社区群众也纷纷加入。此次活动
共抹洗分类垃圾桶上百个、休闲座椅、健身设施、宣传栏、消
火栓、变电箱若干。

卫生清扫 喜迎新春

近日，宜黄县凤冈镇纪检监察干部和该镇河东村纪
检委员一起，对换届选举唱票计票情况进行监督。该县
纪检监察机关把严肃纪律贯穿村社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始终，通过强化监督检查、畅通信访渠道等措施，严抓选
风选纪，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 通讯员 李明珠摄

明纪律 助换届

本报南丰讯 （通讯
员曾丹）乍暖还寒时节，
行走在南丰县白舍镇中
和村，房屋整齐划一、道
路干净整洁、果树郁郁葱
葱。谁能想到，眼前这个
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生
活富裕的小山村，曾是一
个省级贫困村。

改变发生在两年前，
在抚州市委组织部驻村
小分队的大力帮扶下，中
和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超过 65万元，先后
被评为省 AAA 级乡村旅
游点、抚州市党建综合示
范点和县先进基层党组
织。

近年来，南丰县坚持
脱贫攻坚与经济发展两
手抓。一方面，通过稳岗
就业、政策落实、产业发
展等帮扶措施，多渠道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另一方
面，通过产业、就业、健
康、教育、产业保险等扶
贫措施，以及交通水利、
村庄整治、产业发展、安
全饮水、危房改造等扶贫
项目，加快贫困地区和贫
困群众脱贫步伐。截至
2020 年底，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户 3594 户 10986 人，
已全部退出达标，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南丰加速推进
乡村振兴步伐

一砂难求，缘何在这里不难？
杨清云 刘祖刚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战略不断深入实施，对砂石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另一
方面，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由于市场供需的不平衡，一时间，省内不少地方出现
“买砂难买砂贵”。在打出整治非法采砂“组合拳”后，遂川
县砂石供应保障到位，价格稳定，出场价格也由2019年最高
210元/方，下降到如今的约160元/方。

这套“组合拳”有何奥秘？答案是：堵疏结合，多措管
控。

遂川县属丘陵地带，河道砂石资源先天匮乏，根据规

划，砂年控制开采量为31万方、卵石32万方，但年砂需求量
约100万方，卵石需求量100万方，仅河砂就有70万方缺口，
只能从万安、泰和等周边县区调运，自给率不足 30%，卵石
基本由县内矿山机制碎石自给补充，缺口不大。

为此，遂川县主动与万安县政府沟通协调，水利局牵头
经过多轮谈判，最终签订采购协议，2019年、2020年，分别采
购45万吨、75万吨河砂，较好地缓解了砂石资源紧张局面。

与此同时，遂川加快县域内砂场开采权出让，规范管
理。2019 年，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砂石资源管理的实施方
案》，水利局结合规划，有序出让河道砂石资源，增加资源供

应。会同乡镇政府对资源情况初步核实后，办理了遂川江
流域可采区域内的雩田镇、珠田乡等 11个乡镇开采权出让
手续，年产约40万吨，有效缓解了短缺难题。

针对资源不足且常年靠县外采购为主的尴尬，该县积
极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砂料加工，特别是鼓励利用花
岗岩尾矿和板材加工剩余的边角废料，再加工生产砂料，既
有效补充了来源，实现废物利用，又减少河道淤塞。目前，
机制砂项目部分已试产。

受价格上涨利益驱使，非法采砂偶有发生，管控难度加
大。该县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整治宣传力度，严厉
打击非法囤砂哄抬砂价行为。由水利局牵头，市监、公安、
交警等九部门雷霆出击，对22处非法囤砂场开展整治，切割
销毁非法加工设备，没收扣押动力装置，销毁浮筒，摧毁和
解体抽砂、运砂船，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行政拘留，形成有效
震慑，采砂秩序步入良性轨道，水事环境秩序趋于正常。

▲ 笑颜。

本报樟树讯 （通讯
员罗少林） 日前，樟树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
导油菜田间管理工作，并
就当前油菜长势情况提
出了技术指导意见。

眼下正值油菜生长

的关键期，农技人员经
过现场观察认为，要抢
抓晴天，补施追肥，对渍
害田或长势差的田块，
可追施尿素、氯化钾，根
外喷施喷施宝一类的水
溶性肥料或磷酸二氢钾
溶液。

樟树抓好当前油菜生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