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账村代管 管出新气象
——崇义创新实施“组账村代管”改革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唐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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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的村民小组长挪用集体资金，
有的村民小组有钱就‘一分了之’，村里要办
正事时又没钱。我认为这样都不行。让村
民对小组财务明明白白，让小组干部清清白
白，让集体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亟待一种新
机制来破解。”崇义县文英乡古选村茶子丘
组老组长吴承祠一语中的。

为加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推进组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去年以
来，崇义县探索开展了“组账村代管”改革。

延伸监督执纪触角
预防“微腐败”

崇义县森林资源得天独厚，素有“九分
山半分田，半分道路、水面和庄园”之称。该
县辖 16 个乡镇、127 个村（含 3 个居民委员
会）、1479 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单独实
行会计核算。

“组集体收入主要由生态公益林、山林

流转、公益田、鱼塘、场地租赁等收入构成。
我们村有12个村民小组。生态公益林方面，
最少的组每年收入6000多元，多的每年收入
7.5万元；山林流转方面，有的小组一年收入
可以达到70万元。但不论多少，强化对组级
集体资产的监管很有必要。”崇义县铅厂镇
铅厂村村委会主任官悠柱坦言。

官悠柱所言非虚。2011年 12月至 2018
年 3月，吕某某担任崇义县铅厂镇石罗村湾
里组组长，周某某担任组会计，戚某某担任组
出纳。戚某某因常年在外地上班，于2017年
擅自将组集体专用账户存折交由会计周某某
保管。此后，周某某可一人单独支取所保管
存折中的组集体资金。2018年 3月，村民小
组完成换届选举，周某某不再担任组会计职
务，但仍长期留存组集体账款，拒不移交。直
至县纪委监委核查组介入调查后，周某某才
将存折及账户结余资金4万余元一并移交。

这并非个案。去年以来，崇义县纪委监
委延伸监督执纪触角，查处了一批违规占
用、挪用组集体资金案件，赢得群众一片叫

好声。为加强基层财务监督，切实维护组集
体成员合法权益，2020年 10月，崇义县纪委
监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把“组账村
代管”作为以案促改的重要抓手，率先在铅
厂镇进行试点改革。

实行“组账村代管”
加强财务管理

“这是海螺坝组修建水渠使用的 1.4 万
元，这是下街组走访86岁以上高龄老人支出
的 600元，这是小屋组安装路灯的项目预算
1.5 万元……现在，各小组的账目都非常清
楚，村民对组里的财务收支也放心！”近日，
在铅厂镇铅厂村会计办公室，村会计刘伦焕
向记者介绍了铅厂村组级资金结算账户的
现金流水账。

在试点工作中，铅厂镇76个村民小组全
都开设了组级存款专用账户，专门用于核算
村民小组的收入和支出，避免了暗箱操作。
通过账务清查，将各组账户结余资金上缴到
新开设的组级存款专用账户上。同时，核查
了各组集体所有林地、山塘、公益田等资产，
使得各村民小组的“家底”一目了然。“以前
组集体的钱都由小组长保管，组里有哪些资
产我们也不清楚。现在有了存款专用账户，
大家心里都踏实了。”铅厂村民邓温军感慨
道。据悉，铅厂村12个村民小组已全部办理
账款移交，组集体资金达105万元。

此外，为规范收入管理，整治“无本账”
“白条账”，铅厂镇各村民小组新刻了组级公
章，规定组级所有款项必须开具“崇义县村
集体经济组织专用收据”后加盖组公章收
取，严禁打白条或用自制收据收款，所有款
项收入必须缴存银行，严禁现金坐支。该镇
还出台办法规范支出管理、费用报账流程，
村民小组长审批权限金额由户主会讨论决
定，所有费用支出均需层层把关审批，并由
村委会统一做账，加强监督。

“为避免出现组集体收入‘一分了之’等
情况，镇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组集体
收入全部或大部分用于组内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孝老助学、扶贫济困、城乡居民医疗、
养老社保缴费等公益事业支出。”铅厂镇党
委书记胡爱忠告诉记者。

今年2月，在铅厂镇成功试点的基础上，
“组账村代管”改革在崇义县全面推行。截
至目前，全县1479个村民小组清产核资全面
完成。“组账村代管”成为崇义县完善基层管
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探索乡村治理的一
次有益探索。

合理使用集体资金
办好民生实事

晚饭后，龙勾乡寺里村黄勘脑组村民陆
续来到荷花塘散步。夕阳的余晖洒向水面，
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以前，路过池塘要
捂着鼻子赶紧走，还怕蚊虫叮咬。现在水渠
疏通了，荷花塘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7月
22日，寺里村黄勘脑组村民吴隆寿告诉记者。

据了解，连通池塘的水渠曾因年久失
修，淤泥堆积，造成池塘缺水发臭，蚊虫滋
生。同时，池塘周边50余亩水田也缺乏灌溉
水源，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5 月 6 日，黄勘脑组结合“组账村代管”
工作召开了户主会，广泛了解民情民意。会
上，村民一致同意疏通水渠、新修池塘。“这
个项目半个月就完工，仅花费 1.8 万元。其
中组集体资金 9000 元，其余为上级奖补资
金。”黄勘脑组小组长肖金林补充说，一般情
况下，组级项目工程量小，无法通过立项争
取上级项目资金，靠村民自筹资金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如今，不需要“等靠要”，用好
组集体资金就可以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实际
问题。截至目前，龙勾乡通过组集体资金实
施了道路修复、路灯安装等一系列民生项目
共计18个，累计投入资金19.08万元，其中组
集体资金10.24万元。

为进一步推动全县“组账村代管”改革工
作，引导各村民小组用好用活组集体资金，崇
义县鼓励各乡镇结合实际出台政策，引导村
民小组使用组集体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并按
照一定比例进行资金配套支持。此外，县纪
委监委还根据各乡镇公益事业发展实际，给
予3万至5万元的资金奖补。连日来，全县各
村民小组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投入组级资金65.53万元，解决了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175个，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有效提
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制标准”+“组合拳”
产业发展走上“快车道”

怀玉山脉盛产的青石，因石理有“绫罗般
美丽花纹”，故又称“罗纹石”。1964 年，玉山
县曾办有一家国营砚台厂，高峰期有100多名
制砚师傅，所产砚台多供学生课堂之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玉山罗纹砚畅销北京、上海等
地，还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产销量和
出口量居全国砚品前列，因“湿润如玉、发墨如
油、宿墨不腐”等优点声名远扬。然而，受砚台
厂改制、从业人员流失等因素影响，到上世纪
90年代末，玉山罗纹砚产业逐渐衰败，从品牌
原产地沦为原材料供应地。“为他人做嫁衣”的
尴尬境地，让众多业内人士扼腕叹息。

为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重振罗纹砚品

牌影响力，近年来，玉山县制定出台《关于进一
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制
度措施，从资源管理、行业规范、人才培育、金
融支持和品牌推广等方面入手，打出“组合
拳”，扶持罗纹砚产业发展。

“罗纹砚产业要实现良性发展，必须从罗
纹石原料供应这个源头进行系统治理。”据玉
山县自然资源局矿管股负责人陈永军介绍，该
县疏堵结合，先是对 32 家无证开采青石的矿
山全部关停，杜绝非法采矿行为。同时，根据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采管理条例》，挂牌出让3
家矿山，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法依规
有序开采罗纹石资源。

2013年，玉山罗纹砚制作技艺被列入江西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该县实施

“罗纹砚雕”人才回归工程，吸引了朱国彬、孙文
康等一大批在外工作多年的高水平砚雕师回乡
创业。同年，玉山县雕刻艺术家协会成立。

玉山县雕刻艺术家协会会长廖芝军告诉
记者，协会成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台

《玉山县罗纹砚企业标准》，规定从开采、裁坯、
修坯、设计、磨砚到包装，一共有20道工序，自
此，该行业的工艺制作流程有“章”可循，走上
了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我们着力
打造名石、名人、名作，实施资源管控和品牌管
控，整合人才、市场和资源等要素，共同发力助
推产业发展。”廖芝军说。

“练内功”+“走出去”
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015年，作品《荷塘鱼趣》获中国玉石雕刻
艺术“百花奖”金奖；2016年，作品《一字门形清
趣砚》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作品《锦
绣玉山》获第五届精品砚台评选金奖；2017年，
作品《鱼砚》获中国（杭州）工艺罗纹砚精品评
选银奖……近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玉
山砚雕师在全国各类砚雕评比中，获金、银、铜
奖60多项，罗纹砚品牌的影响力、美誉度进一
步提升。

6 月中旬，记者在一间稍显简陋的工作室
内，看到朱国彬和几位砚雕师正冒着高温，用
一块大型罗纹石精心雕刻《百年辉煌》主题作
品。“沉不下心、耐不住寂寞的人，干不了砚雕
这一行。我16岁去苏州学艺，从业20多年来，
为了雕好一件作品，往往一坐就是四五个小
时。”朱国彬淡淡地说，匠人要有匠心，择一事
终一生。作为县雕刻艺术家协会副会长的
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玉山罗纹砚品牌文化
的推广。

今年 42 岁的孙文康，20 岁不到就开始学
艺，如今是玉山县罗纹砚非遗传承人。为进一
步提高美术修养和工艺水平，2019年，他报名
参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班。“对于一名工匠来说，

练好内功，最重要！”他说。
“经过前几年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们开

始尝试走精品路线，希望能‘点石成金’。在产
品研发、工艺升级和品牌推广等方面，我们也
在不断努力、勇于创新。”廖芝军说，上饶是旅
游资源大市，砚雕师可以尝试开发设计一些有
创意、有特色、实用性强的旅游产品，让游客

“看得中、买得起、带得走”，让罗纹砚走进全国
千家万户。

“要发展壮大罗纹砚产业，必须双管齐下，
‘练内功’+‘走出去’。”据玉山县文广新旅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近年来，
该局一方面积极开展相关从业人员培训，不断
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另一方面鼓励大家积
极参加全国各类砚雕大赛，坚持多方发力、利
用各种平台，向外宣传推介罗纹砚雕名作和名
人，面向全国市场不断提升罗纹砚的品牌认知
度和影响力。

经过8年的快速发展，如今玉山县罗纹砚
产业发展粗具规模，已形成集开采切割、创意
研发、设计加工、品牌推广等为一体的完整产
业链，实现年产值过亿元，并带动2000多人从
事相关工作，罗纹砚品牌进一步唱响。

2018 年，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经审慎研究
和实地考察，将“中国罗纹砚之乡”名号授予玉
山县。“中国罗纹砚之乡”成为“博士县”玉山的
又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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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有两个属性：一是“区域”，二
是“观察”。“区域”划定了该版报道的宽
度，即聚焦我省县（市区）层面，涵盖区域
性合作区及乡镇（街道）、村（社区），辐射
我省边界地域；“观察”则界定了该版报
道的深度和力度，即以观察性的深度报
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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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财务，一直是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现实中，村民小组财务存在账目
混乱、随意支付、挪用公款、公款私存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去年以来，崇义县纪委监委查处了一批违规占用、挪用组集体资金案
件。为了有效防控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崇义县以案促改，率先在铅厂镇推行

“组账村代管”改革试点工作，并取得较好成效。如今，“组账村代管”已在崇义县
全面推广，成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内容。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
强，唯创新者胜，经济发展的
规律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
个颠簸不破的道理。

环顾当下，随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迎来
飞速发展的“窗口期”，谁能找
到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谁就
能领跑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赛道上。

那么，这个关键的“突破
口”在哪里？依笔者之见，在
于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
新动能，壮大新势能，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维
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

“三链合一”。
在这方面，南昌经开区的

思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
为我省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南昌经开区围绕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
制造等主导产业上，聚焦科技
成果转化，以政策为引擎、以
人才为纽带，不断提高研发投
入总量和强度，引进各类创新
创业载体，加强与“大院大所”
和驻区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力
度，帮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
室，提升辖区企业在行业价值
链中的地位，推进全区自主创
新体系建设。

这样的实践确实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在商务部公布
的 2020年全国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
结果中，南昌经开区在 2019
年进位 15 名的基础上，保持
争先进位跨越发展势头，进位
全国第 31 名。其中，实际使
用外资专项考核挺进全国十
强，位列第8名。

现象背后，正是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以集
群发展提升创新链竞争力，促进价值链跃向中
高端，打造协同高效的“三链合一”创新发展体
系这一内核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三链合
一”并非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进行简单的相
加，而是三者之间互相支撑带动，激发耦合效
应。

其一，要突出市场导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抢占科技制高点。创新发展离不开科技创
新，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今天，更是
如此。但是，不论是什么领域的科研成果，脱离
了市场需求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各
地打造创新链须加快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用创新体系，让科研成
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在移动物联网、电
子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更
高质量的知识资本和技术供给，为“三链合一”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二，要瞄准前沿科技，打造一批支撑带动
力强劲的现代产业集群。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
心支撑力，实体经济是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链合一”的带动力就在于现代产业集群。各
地当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集聚生
产要素，既集中优势和资源培育出一批优质产
业，又积极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完成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强化创新
链引领功能，做强产业前端、中端和后端，推动
产业链垂直整合和价值链整体跃升。

其三，要聚焦创新要素，在铸链强链引链补
链上苦下功夫。无论是创新链、产业链还是价
值链，都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唯有以创新
机制提升价值链，才能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具体来看，各地还是要紧紧扭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图谱”中找到空
白点和弱项，进一步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着力铸链强链引链补链。同时，因地制宜出台
扶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
化激励评价机制，内增动力，外挖潜力，对“三
链”融合给予最优服务保障。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虽然各地在产业基
础、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尽相同，创新发展之路也
可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只要坚持以创新点燃
发展新引擎，以“三链合一”为主要突破口之一，
涓涓细流定能汇成大海，创新发展也必定动力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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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县境内怀玉山脉盛产青石。据
记载，早在唐代，已有村民掌握采石制砚
的技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玉山罗纹砚
出口日本、韩国等地，一时声名远扬。

为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近年来，玉
山县制定出台一系列制度措施，大力扶持
罗纹砚等文化产业发展。该县实施“罗纹
砚雕”人才回归工程，加强技艺传承；制定
相关行业标准，推动罗纹砚产业规范化发
展。经过 8 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全县罗
纹砚产业发展粗具规模，已形成集开采切
割、创意研发和品牌推广等为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罗纹砚品牌进一步唱响。

水口村利用组级资金水口村利用组级资金，，将原来的李氏宗祠翻修后将原来的李氏宗祠翻修后
设为村小组文化活动中心设为村小组文化活动中心。。 通讯员通讯员 吴亚男吴亚男摄摄

右图右图：：黄勘脑村村民在整治后的黄勘脑村村民在整治后的池塘旁赏荷。通讯员 郭祥宇摄

8月5日，记者来到位于分宜县
钤西街道分电社区的“螺蛳小镇”，
这里是分宜颇为热闹的夜市，有着
人气很旺的一道特色美食——电
厂螺蛳。它发源于上世纪 90年代
中期，因毗邻分宜发电厂而得名，
经过长期发展，当地村民在分宜电
厂生活区开办了 17 家电厂螺蛳
店。集聚效应，使得分宜电厂生活
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美食一条街，来
这里打卡的食客络绎不绝。目前，
该县投资 2000 万元打造“螺蛳小
镇”，重点推进主街道亮化工程提
升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美
食+旅游”项目提升人气，吸引更
多商家落户，进一步发展壮大“螺
蛳小镇”夜经济。

邹宇波 本报记者 胡光华摄

打卡分宜打卡分宜““螺蛳小镇螺蛳小镇””

扫码看扫码看 ▶▶ ▶▶ ▶▶ ▶▶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看玉山如何唱响罗纹砚品牌

本报记者 余 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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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电厂螺蛳店主正在烹饪美食一位电厂螺蛳店主正在烹饪美食

来来““螺蛳小镇螺蛳小镇””打卡的食客络绎不绝打卡的食客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