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徐余中、 盛业凤夫妇是
庐江县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小股东。 今年他们家种植
的 １００ 多亩黄桃获大丰收 ，
由合作社帮忙销售。 图为 8
月 6 日他们一家人将黄桃分
拣装箱送往合作社。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荩 8 月 9 日， 来安县六郎镇
“一村一品” 蔬菜基地的农户
正在采摘黄瓜， 并分拣装箱。
近年来， 该村整合财政资金，
共建成蔬菜大棚 132 座并租
赁给种植大户， 村民变股东，
每年参与分红。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罗宝 摄

荩 8 月 9 日， 在黄山市徽州
区岩寺镇石岗村， 来自屯溪昱
城中学的数名学生在小练革命

展示馆接受红色教育。 今年黄
山徽州浪漫红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入驻小练 ， 计划投资
２０００ 万元， 发展红色旅游，让
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闫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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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戴明

“靠着不动产权证授信的 40 万元，今年
午季多收入了 10 多万元。 ”8 月 3 日，在亳
州市谯城区古城镇，经营粮食收购站的赵丽
高兴地说，得益于当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确权登记颁证，她的门面房真“值钱了”。

今年以来，亳州市在谯城区试点，启动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
开展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抵押贷款，既增
加了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又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金融“活水”。

有房无证 发展遇“瓶颈”

在亳州，农村集镇的门面房除了没有
不动产权证 ，在资产 、运营等属性上与城
市的门面房基本没有差别 。 记者了解到 ，
在一些人口多 、面积大 、商业氛围好的集
镇 ，门面房价格并不低 ，甚至与城里繁华
路段的门面房价格相近。 “只是看上去值
钱 ，房子仅能在集体内部流动 ，由于没有
‘证’，在银行眼里连贷款抵押的资格都没
有。 ”谯城区古城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李
刚对记者说。

李刚介绍 ，过去 ，农村集镇的商户若
是要扩大经营规模或者有急事要用钱 ，只
能找公务员 、教师等人群做担保 ，或者被
迫借“高利贷”。 “后来有了个人信用贷，但
为了规避风险，实际的人均贷款金额并不
高，有时不能满足集镇商户的需求。 ”亳州
药都银行古城支行行长助理单凤真告诉
记者。

“随着农村房屋尤其是集镇上的房屋
价格不断上涨，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多。 ”亳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谯城分局古城中
心所负责人南瑞成介绍，如果农村房屋也

能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很多矛盾可以避免
或及时化解。

今年以来 ，亳州市把谯城区古城镇作
为试点乡镇，启动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 古城镇位于谯城区南部 ，商贸
较为发达，镇域面积大，经营性用房多 ，在
探索集镇经营性用房确权登记颁证方面
有优势。

“若办理国有产权证，需要更改土地性
质并经过招拍挂进行土地出让， 最后价格
高者得，而现在农民房屋已建好，这样做显
然不符合农村实际。 ”古城镇党委书记王冠
介绍， 该镇依照亳州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和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 对农村集体土地
进行确权办证，并坚持“依法依规、房地一
体”、“应登尽登、能发尽发”的原则，实现统
一调查、统一确权和统一登记发证，既能一
劳永逸地解决房屋和土地纠纷， 又能让土
地上的房屋变成真正的“资产 ”，助力乡镇
商业更上一层楼。

登记颁证 房屋“活”起来

“要想让集镇的房屋有价值，拥有产权
抵押的资格， 首先必须通过严谨的调查，进
行确权。 ”王冠说，农村的土地，伴随着界限
模糊、领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确权并非
易事。

早在去年 9 月 ，谯城区便委托第三方
公司对古城集镇进行了航拍 ，为集镇所在
的古城村 、 祖寨村和后杨村的房屋进行
“精准定位”。 依据航拍图，在第三方公司
的协助下，三个村的邻长、干部、党员等组
成确权调查小组，挨家挨户的进行产属确
权。 “就算农户家庭主要成员外出打工了，
村里也要通过电话通知外出人员把资料
寄回，或发照片由行政村打印归档的方式
进行确权。 ”李刚说。

王氏两兄弟在古城街上有 4 间门面
房 ，但面积不同 ，兄弟二人因为权属问题
一直存在争议。 包片干部和村委会一起做
哥俩的思想工作，最后大哥主动选择了面
积较小的两间，兄弟俩多年的矛盾纠纷也
迎刃而解。 “亲兄弟都有矛盾，更不要说邻
里之间‘多占一点地、少了几片瓦’这样的
琐事了。 ”王冠告诉记者，镇村干部做了大
量细致的工作，镇里每周组织具办人员和
镇、村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参加工作
例会，倒排工期，及时解决权籍调查、指界
确认、纠纷调处、资料审核、公示公告等各
种问题。 在权籍调查基础上 ，镇里多次组
织召开群众会，听取意见、解答疑惑，有序
确定好宗地四至关系，力争每处登记颁证
都无争议、符合政策要求。

至今年 4 月底，古城镇共摸排集镇规划
区范围内个人建房 2461 宗 ， 占地面积
1417.45 亩。 其中，符合办证条件的 938 宗，
共发放集镇不动产登记证 916 本 （22 本正
在修改错误信息）。

谯城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在解决他
项权抵押的基础上，为解决集体建设用地上
房屋流通难的问题，经多次讨论，区里探索
出一个符合实际的信贷模式，即“银行牵头
审核、村委会参与调查、信贷户主动配合”的
三方信贷模式。

特色信贷 “资源”变“资产”

“在三方信贷模式中 ，银行与村委会
签订委托协议，村委会参与授信评估和处
置逾期后的抵押资产。 ”王冠介绍，这样既
消除了银行对资产处置的担忧 ，又能依法
依规促进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性用房在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流通。

集镇房屋有了产权证， 村委会参与向
有证农户进行授信，银行放贷吃下了“定心

丸”。亳州药都银行推出了“乡村振兴—农房
贷”信贷产品，集镇经营户提供不动产证和
基本身份资料，银行与村委会共同调查后确
定授信额度，银行与经营户一起持签订好的
贷款合同等资料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抵押登记，抵押登记办理好后，经营户将不
动产登记中心颁发的他项权利证书交至银
行，随即银行放款。

“整个流程三天就可办完 ，目前已为
26 户授信 827 万元。 ”单凤真介绍，已办理
抵押登记 16 户 、贷款 510 万元 ，为集镇企
业及个体经商户规模发展解决了资金困
难。 “据此估算，全区每个集镇建成区可颁
证经营性房产 1000 宗左右 ，按每宗 30 万
元放贷 ， 短期内可为全区 22 个集镇市场
经营主体释放信贷资金 60 亿元以上。 ”谯
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有了不动产登记证后， 银行立马给我
们授信了，我终于不用羡慕城里人的房屋能
抵押贷款了。”村民朱化杰说，他在古城镇集
上经营一家电器店，由于诚信经营，生意兴
隆，电器销量大，进货量也大，不时会遇到流
动资金紧张的情况。 “这次银行为我授信了
40 万元， 以后进货终于不用再为资金发愁
了。 ”朱化杰高兴地告诉记者，不仅贷款快，
利息还低，随借随还，用几天算几天的利息，
一年算下来，连正常年息的一半都不到。

“农村不动产权证书替代过去的农村集
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权属信息更
明确， 不仅维护了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更
赋予了广大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可进一步盘
活农村土地资源， 有效提升村民的合法权
益，对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助推乡村振
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亳州市政府相关负责
人说，亳州将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
盘活农村资产、活跃市场主体，形成一套标
准化的操作规范，向全市推广农村房屋特色
信贷模式。

农民成股东 “荷塘月色”美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 濉溪县百善镇道口村 500 亩荷园内，
一朵朵粉红色的荷花争妍斗奇，令前来观赏的游客目不暇接。

道口村距柳孜运河遗址很近，发展乡村旅游潜力巨大。 眼前
这个吸引了八方来客的项目叫“荷塘月色”。道口村党总支书记刘
超告诉记者：“‘荷塘月色’项目的建成，是农村‘三变’改革所结的
硕果。 村里成立了淮北柳丰运河旅游开发公司，利用整合的各类
资金，与大户能人合作，打造出了这个项目。 其中，村集体占 51%
股份，四名村民共占 49%的股份。 ”

村民种刘备作为项目的一名股东已经从这个项目中尝到了
甜头。 “通过船票、小商品等项目，去年我家的收入超过了 30 万
元。”种刘备说，更让他高兴的是，这个项目还吸纳了 20 多名脱贫
户就业。

“村里的投入主要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村路道路的
修缮、灯光等，这些投入都是长远性的。 停车场、夜间灯光秀的收
入都归村里。去年这两项的收入突破了 50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因此明显提高。 ”刘超告诉记者，“荷塘月色”项目的收入，一部分
给脱贫户分红，还有一部分则用于村里的进一步发展。

在濉溪县四铺镇周陈村， 一串串令人垂涎的葡萄挂在枝上，
村民们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据了解，这十个大棚是几年
前利用扶贫资金建设的，由大户来经营，每年 7%的收益给脱贫
户分红。除了享受葡萄园的分红外，村民还享受村里百亩桃园、光
伏发电等产业带来的分红。“有了这些分红，就等于每年都有一笔
固定收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村里
的脱贫户刘瑞怀说。

去年以来， 濉溪县在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全
面推进“三变”改革，共有 128043 户农户参与“三变”改革，实施
“三变”项目 200 余个，增加村集体收益 1606.34 万元。

组建合作社 特色产业兴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8 月 5 日上午，记者走进枞阳县白柳镇山河村的柳峰源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食用菌种植基地，工人汪春生正在大棚里给香菇浇
水。 “我们以土地入股，自己还能在基地里面做活，务工加每年的
分红，算下来，我一年能在基地里拿到 2 万多元呢。 ”提及自己收
入，汪春生喜笑颜开。

2018 年，山河村推动实施“三变”改革，成立了枞阳县山河村
复兴农业经济专业合作社，1088 名村民以 1753 亩土地经营权入
股村合作社，签订入股合同，占合作社总股份的 58.7%。村民入股
后，每年每亩保底分红为 260 元，同时每年还能根据合作社经营
情况按股进行分红。

“合作社将土地流转集中后，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开展多种经
营。 2019 年，返乡能人唐高益创立柳峰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
植木耳和香菇， 经济效益很高， 如今已经成为了村里的龙头企
业。 ”山河村党委书记王秀元介绍，“三变”改革不但让农民变“股
东”，也激活了乡村特色产业。 目前，合作社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47
万元，也有效提升了村民们的收入。

在枞阳县义津镇姚王村的果园里，满目一派生机盎然。“依托
‘三变’改革，我们成立合作社，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
式，流转耕地和山场 1500 亩，目前已经打造了 580 亩樱桃、猕猴
桃、油桃、水蜜桃等经果林基地和 420 亩优质稻鸭种养基地，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增收 25 万元。 ”姚王村党总支书记李必清介绍，目
前该村已谋划发展乡村旅游。

枞阳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该县最大限度激活产业，增
加农民收入、促进村集体经济增长。目前，枞阳县 204 个村（居）完
成“三变”改革任务，完成率 99%；实施改革项目数 207 个，其中
特色种养业 186 个，参与的经营主体数 193 个，共盘活集体土地、
山场、水面等资源 44.64 万亩；整合利用各类资金入股 4576.5 万
元，年分红收益 260.98 万元；农户通过带地入股方式共获得年分
红收益 110.44 万元。

村企有分红 资产“摸得着”

■ 本报通讯员 赵冬至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每天吃过早饭，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尚书村村民钱青发就会
去村里的丝瓜络加工厂上工。“平时在家里没农活干的时候，就来
这里做零工，一天 100 块钱工钱。 去年我就做了 100 多天，挣了 1
万多块钱。 ”钱青发说。

“丝瓜络既是中药材，又是新型环保材料。”村党总支书记杨雪
飞介绍，前几年，该村挑选 5 名有种植经验的大户组建丝瓜络种植
专业合作社，从村民手中流转了 208 亩土地，分片带动 80 户贫困
户参与务工和种植。随后，他们又利用扶贫专项资金对老村部进行
改造，盘活闲置资产，重点打造集就业扶贫车间、电商服务中心、实
用技术培训及金融服务平台 4大板块于一体的扶贫驿站，吸收 30
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并与浙江客商签订了 5 年的租赁合同，租金用
于贫困户分红和村级小型公益事业建设。

“现在发展真是一年比一年好，每年产值 40 余万元。 我们拿
出大部分利润对全村 80 名参与经营的村民进行分红， 剩余资金
作为合作社和村集体后续发展资金。 ”杨雪飞说。

唐田镇和平村共有 13000 余亩水面， 其中村集体水面 6000
亩。 村党总支因势利导，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对集体水面进行发
包，发展淡水鱼养殖，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80 万元。 收入回归集体
后，村党总支又将资金投入到民生发展、环境整治、村组建设中
去，形成良性循环。

近年来，贵池区结合农村“三变”改革，使众多集体经济“空壳
村”变为了“富裕村”。通过清产核资，摸清了全区村级集体资产总
额共 12.1 亿元，登记集体土地总面积 295 万亩，集体资产由以前
村民“看得见，摸不着”，变为现在的人人有份。

目前，该区已基本形成“资源利用型”“资产盘活型”“特色产
业型”“物业经营型”“服务创收型”“旅游创收型”等多种“三变”改
革模式。 截至去年底，该区 196 个村（居）全部成立了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经济联合社），确认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 152967 户、531561 人；量化集体资产总额 4.5 亿
元，确认股东数 199717 个，完成发放股权证书 59159 本；村级各
项资产、资金入股总额 10916 万元，村集体收益 2050 万元，农户
分红收益 860 万元。

集体收入高
村民实惠多

■ 本报记者 陈成

巡湖 、割草 、喂食……8 月 6 日一大早 ，太湖
县江塘乡大塘村养鱼能人汪小明就绕着来星湖
忙个不停 。 今年 5 月份 ，汪小明与太湖县来兴湖
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双方约定 ，由汪
小明承包来星湖用于水产养殖 ， 每年支付租金
8.5 万元 ，收益超出预期时 ，来兴湖生态园公司还
能拿到分红。

在大塘村来星湖边， 记者看到一排排光伏发
电板有序地镶嵌在湖面上， 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
动，满塘的荷叶摇曳在微风中。 而三年前，来星湖
还只是一块荒废的湖泊，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2017
年， 大塘村将来星湖 300 亩水上空间租赁给协鑫
光伏公司用于建设光伏发电项目， 每亩租金为每
年 460 元，每 5 年递增租金 10％。 2018 年初，大塘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用土地入股的方式与太湖县来
星湖农业开发公司共同成立了来兴湖生态园公
司 ，双方股权占比分别为 49％ 、51％ ，该公司采用
“村集体＋公司＋能人 ”的运作模式 ，充分利用水下
资源发展养殖业。 “从 2018 年起，该项目每年能为
村集体带来至少 20 万元的收入。 ”大塘村党总支
书记汪玉平说。

近年来，大塘村先后成立了农业、油茶、种养、旅
游等专业公司，进一步整合开发村内资源资产，不仅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村民们也得到了实惠。 2020 年，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 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
突破 2 万元。

在距离大塘村村部两公里处的“田园大塘”综合
体项目游客中心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未
来这里主要用于游客接待和餐饮服务。 该项目总投
资 1.5 亿元，由康养中心、体育中心、游乐中心、农业
体验区、生态果园等 8 大块组成，2018 年正式开工，
预计 2025 年建成投入使用。

“这一项目由大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安徽京
皖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建设， 大塘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提供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 京皖公司提供
项目建设资金。”汪玉平介绍说，项目建成后，不仅能
提高土地利用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能让村民们
吃上“旅游饭”。

亳州市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并在此基
础上探索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抵押贷款，破解集体土地房屋
融资难、流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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