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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 烟 基 地 翻 起 层 层 绿
浪，烟农正忙着赶“烤”；
红彤彤的辣椒挂在枝头，映
红农民幸福脸庞；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里作
物茁壮成长，保障粮食安全
促增收……7 月的福泉，绿
意盎然的大地上点缀着缤纷
色彩和丰收喜悦。

产业兴，百姓富。硕果
累累的丰收背后是福泉市全
面推动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
展的久久为功。

福 泉 市 抓 实 “ 八 个
好”，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
任 ， 紧 扣 生 猪 全 产 业 链 发
展，推动烤烟产业高质量发
展，加快辣椒集群化发展，
促进农业保险全覆盖，突出
稳岗增技就业，抓好“选用
管”强服务，紧扣产业示范
引领提质增效，农业现代化
发展蓬勃有力。

同时，福泉市通过“健
全 机 制 ， 强 推 产 权 改 革 ”

“ 摸 清 家 底 ， 厘 清 产 权 归
属”“量化股份，化解产权
纠纷”“经营盘活，释放产
权红利”四招，让农民分享
更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果，打造出全国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样板。

福泉：涌现改革活力 洋溢丰收喜悦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发扬 卢泰铭

新闻提示

眼下福泉市 2.5 万亩烤烟全面进入采烤
期。7月 13日，走进福泉市陆坪镇罗坳村5000
亩烟区产业融合发展综合体，烟田、烤房里到
处可见烟农们忙碌采烟、烤烟的景象。

在烤烟种植大户代兴华的烤烟种植基地
里，烟叶肥硕葱郁，随风荡起层层绿浪。务工群
众行动快速、动作麻利地采摘、打捆、搬运新鲜
烟叶，不一会儿，一捆捆烟叶便装满了车。

代兴华说：“今年种了 300 亩，目前已进
行第二轮采收，预计在 8 月 30 日左右采完。
今年除开农资成本、燃料、人工费用，总收入

预计30万元左右。”
今年以来，围绕把福泉打造成“贵州烟

区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在“十四五”末
实现烤烟达 10 万担以上的目标，福泉市大力
发展标准化、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化的烟
区产业，按照“早计划、早部署、早落实”

的工作要求，重点做好土地规划、育苗备
耕、田间管理、指导培训、设施优化、生产
补贴等关键环节，为烟农提供 7×24 小时的
保姆式服务与指导，实现全天候精心管护，
保证田间烟叶叶多片大质优和通过烘烤实现
烤黄、烤香、烤软标准。

今年福泉市烤烟收购任务 5万担，涉及烟
农 587 户。截至目前，全市烟叶长势良好，6
月下旬至今，全市第一轮烟叶采收已经全面结
束，南面片区第二轮的烟叶采收正式开始，全
市烤烟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实现烟叶产
值8000万元以上。

烤烟产业 丰产增收

福泉市烤烟产业发展呈现的良好态势，彰
显出当地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

——福泉市抓好责任压实、粮种安全、粮
田设施、科技推广、田间管护、保面提量以及
扩大保险覆盖等工作，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
任，守好“米袋子”。目前，完成粮食种植面
积 35.32 万亩，占州下达年度任务 32.95 万亩
的107.19%。

——福泉市通过实施生猪产业规划、粪污
综合利用、生猪技改扩能、重大动物疫防、生
猪延链补链等工程，紧扣生猪全产业链发展，
当好“猪司令”。到 2022年，全市生猪年出栏
50万头以上，年产值达 14.52亿元以上。目前
生猪存栏26.81万头、出栏25.2万头。

——福泉市以规划一批基本烟田、完善一
批基础设施、发展一批烟农队伍、提升一批关
键技术、融合一批配套产业、健全一套服务体
系等举措为抓手，推动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
做好“烟大王”。

——福泉市瞄准“种什么”抓好品种选
择、“谁来种”抓好组织推动、“如何种”抓好
技术服务、“防风险”抓好政策保障、“卖得
好”抓好产销对接、“提质效”抓好产业延链
等方面，加快辣椒集群化发展，种好“小辣
椒”。目前，全市完成辣椒移栽10.18万亩。

——福泉市推进强化农业保险“扩面、增
品”、强化基层协保体系建设、强化农业保险
协同推进、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等工作，促进农

业保险全覆盖，推好“双保险”。
——福泉市通过培育一批懂农业、会经

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并组织农民到建设
工地务工实现劳动力转移，同时利用农闲时节
输送产业工人和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转
移，突出稳岗增技就业，转好“劳动力”。截
至目前，累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0.2万
余人、有效转移劳动力0.2万余人。

——福泉市以选好科技特派员队伍、用
好科技特派员队伍、管好科技特派员队伍等
为抓手，抓好“选用管”强服务，派好“科
技员”。目前优选全市 135 名农技干部组建
10 支基础性服务团队，深入 8 个乡镇 （街
道） 全覆盖开展主要粮食作物和主导特色产

业技术服务。
——福泉市抓干部引领示范，抓良种引领

示范，抓良法引领示范，抓良机引领示范，紧
扣产业示范引领提质增效，办好“示范点”。

福泉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州委经
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增加
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目标，以抓实

“八个好”为抓手，全面推动福泉市农业现代
化高质量发展。到 2022 年底，力争完成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实现 38 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7814 元以上；粮食种植面积
达 32.95 万亩、产量 10.59 万吨，粮食平均单
产提升 2.2%以上；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58%以
上，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时值仲夏，走进福泉市马场
坪街道李家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示范基地，一眼望去，玉米
郁郁葱葱，大豆长势喜人，数十
名务工群众在农技人员指导下，
穿梭在田间地头，对大豆玉米地
进行除草管护。

“今年在李家湾推广玉米套
种大豆 1000 亩，现在整体长势
比较好。”贵州省定希绿色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灿江说。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能充分发挥边行效应和大豆固
氮养地作用，有力改善土壤条件、
提升土壤地力，带动大豆均衡发
展，实现耕地资源节约，确保玉米
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福泉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万江红说，
预计亩产玉米 550 公斤以上，产
值预计 1650元左右；亩产大豆 85
公斤以上，产值600元左右。

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项
目推广中，为做好示范，福泉市
不仅提供种子、肥料、农药等物
化补助和社会化服务支持，同
时，还整合市级农技人员 28 人
组建 8个粮食生产技术指导组，下沉到 8个乡
镇 （街道） 开展粮食高产示范田创办、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规范，指导群众按照“2+
3”复合种植模式和“一增五改”高产高效技
术进行种植管护，实现农业技术服务“零距
离、全覆盖”，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目前，福泉市实际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3.62 万亩，超任务种植 0.62 万亩，超任务
20.67%。福泉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点多面
广，共涉及全市 58 个村 2.75 万户种植主体。全
市共兴办党政领导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点27个，共开展技术培训指导 139期，培训农民
662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13500余份。

下一步，福泉市将进一步推广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模式，提高种植户积极性，强化科
技示范指导服务，实现粮油扩面增效，农民稳
产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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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坪镇香坪村抓农时采收辣椒供
应市场。 通讯员 肖伟 摄

凤山镇金凤村坝区蔬菜种植基地，当地群众管护蔬菜幼苗。 通讯员 肖伟 摄

健全机制 强推产权改革

福泉市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
双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各乡镇
（街道） 分别建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村结
合实际成立工作专班，形成市乡村三级联动
的工作格局。并研究下发一系列文件，明确
工作目标、责任、措施、流程，为全市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政策
支持。同时建立周统计、旬督查、月调度、
季考核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机制，
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列入市人大常
委会重点审议项目，有力推动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

摸清家底 厘清产权归属

及时制定资产折价测算标准，由各乡镇
（街道） 自行组建资产清查队伍，对全市所有
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

“三类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截至目前，全市
8个乡镇 （街道）、76个村 （居）、974个村民
小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通过清查核实集体
资产 11.54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 1908.71 万
元，农业资产 8.58 亿元，长期资产 345.1 万
元，固定资产 2.73 亿元，其他资产 59.18 万
元。并根据不同集体资产的形成过程和历

史，将集体资产确权到乡镇、村、组集体经
济组织，对政府拨款、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资
产，将所有权明确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
时借助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管理系
统，将清查核实的农村集体资产全部录入系
统，实行台账式管理，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管
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量化股份 化解产权纠纷

福泉市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
等系列指导文件，明确“五取得五保留五丧
失”认定标准，建立研判建议、沟通反馈、
实名票决、落空追认、多占退出 5 个机制，
着力破解特殊情形人员成员身份确认难题。
目前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调查登
记 7.96 万户，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调
查确认登记 27.98万人。并将村级集体经营性
资产、可量化的资源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
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分配到本村各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将村民小组的集体经营
性资产、可量化的资源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
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人、固化到
户，出具股权证书 7.96 万份。同时深化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福泉“112”模式，即搭建一
个市级调解联动平台；完善一个以“司法确
认”为切入点的诉调对接机制；充分发挥社
会第三方调解组织和“三员两站”两个服务

网络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层层建立调解组
织措施，不断健全纠纷调处机构，全面维护
群众权益。

经营盘活 释放产权红利

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规范组建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构建

“1+5+3+N”管理模式 （1个村级党组织+5个
董事会成员+3个监事会成员+全体股东），目
前全市 8 个乡镇 （街道） 均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总社，60个行政村和具备条件的 11个
居委会均建立了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27.98
万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过渡转换为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并将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与脱贫攻坚、乡村旅游开发、农业产业
发展等工作相结合，2021年，全市村级集体经
济总收入达 2758 万元，村均收入 36.77 万元。
同时制定《福泉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实施
方案》，搭建市、乡镇（街道）、村（居）三级产权
交易平台，积极推动引导各类农村产权项目
常态化进场交易，盘活农村闲置资产，提高
农村资产资本化程度，逐步构建归属清晰、
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目前已完成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
目15宗，成交金额616.41万元。

2021 年，福泉市成功入选第三批全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经验交流单位。

河湾组是福泉市“组社合一”试点之
一。在“村社合一”推进过程中，部分村庄
面积大、人口多，出现村组资源分布不均
衡、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村组群众发展动
力不足等问题。

对症下药、因地制宜，既然“村社合
一”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继续往小了
分。于是福泉市推动“组社合一”试点，牛
场镇朵郎坪村河湾组便是其中之一。

合作社成立到组后，积极吸收一切有
利资源，推动合作社发展壮大，在河湾组

全面完成 250 亩山林、107 亩耕地的组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同时通过整合上级扶持资
金、河湾组原有资源资产、吸纳社员股金
等注入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合作社原始
资金积累 231 万元，河湾组 60 户全部成为
合作社股东。

由此，河湾组实现全民参与、全民持
股。河湾组依托美丽景色大力发展“农旅结
合”，流转土地 90 亩种植菊花、荷花等高效
经济作物，并在 40 亩荷花塘里养殖“荷花
鱼”，建设游乐园，经营农家乐，在最火的时

候，每天有 2000多名游客，每月能有 13万元
至 15万元收益，实现户户增收。

河湾组是福泉市探索集体经济新实现形
式和运行机制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2018 年以来，福泉市坚持把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工程有机联动，
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通
过“四招”，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提升集
体经济发展活力，释放产权制度改革红利，
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让农民分享更多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

因地制宜 组社合一

【政策点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

粮油产能提升工程，福泉市全面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以实施 3万亩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项目为抓手，坚持责任落实到
位、粮田设施到位、农民培训到位、科技推广
到位、防灾减灾到位、物资供应到位、保面提
量到位、保险覆盖到位“八个到位”，大力推
行“2+2”“2+3”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
式，提升耕地利用率，实现“稳粮扩油”保安
全、“一地双收”保增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福泉市强化组织领导高位推进，建立“一
周一调度、一周一通报”工作机制，形成稳定
的大豆玉米复合生产指挥调度体系，制定印发
工作方案，建立市、乡、村三级大豆生产台
账，将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生产目标细化分解落
实到乡镇、到村组、到户、到地块，实行台账
化、图斑化管理，确保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顺利推进。

【政策点击】

技术人员为烟农提供 7×24 小时的保姆式
服务与指导。 （福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马场坪街道李家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示范基地。 （福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政策点击】

七彩漫道——杨梅园。
通讯员 何天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