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黄山市在深化歙县试点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中，创
新推动信息生信用、信用变信贷、信贷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 明光市桥头镇岗王村充分发挥村党

组织、、党员干部和乡贤能人的作用，，加大
环境整治力度，， 营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
境。。 图为近日拍摄的岗王村一景。。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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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信用建设让乡村更美丽

干部带头投资 村民踊跃入股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最近 ， 我们正忙于蜗牛基地大棚的招
标。 ”日前，记者来到濉溪县刘桥镇王堰村采访
时，该村党总支书记、濉溪刘桥振兴农民农业
合作社理事长王修设介绍。

走进王堰村现代农业产业园， 两栋简易
的大棚夺人眼球。 大棚内的地面上、 防护网
上，一只只或大或小的蜗牛正缓缓爬动；防护
网外，村民王如增等人正在给大棚喂食。 “棚
里养殖的是白玉蜗牛， 是食用型蜗牛中首屈

一指的佼佼者，肉质肥嫩、营养丰富。 更重要
的是，它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并被广泛用
于化妆品生产行业。 ”说起眼前的蜗牛，王修
设滔滔不绝。

今年初，淮北市选择 4 个村创新开展党支
部引领合作社试点工作。王堰村作为试点村之
一，主动与蜗牛养殖企业对接，商定合作模式
和具体细节，搭建厂房开展养殖。 企业全程负
责技术指导，保护价回购成品蜗牛。

王堰村成立濉溪刘桥振兴农产品农民专业
合作社，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大会，

号召农民入社。经过宣传，村里的党员纷纷投资
入股，村民们也紧跟其后。王修设告诉记者：“合
作社采用‘村集体+农户+公司+科研机构’的运
行模式，以 1000元为一股，吸收 59位村民资金
入股，另外还有 50多位村民以土地入股。 ”刘桥
镇党委副书记李凯说， 在白玉蜗牛养殖产业达
到一定规模时， 当地将引入白玉蜗牛精深加工
项目，在提升产品价值链方面做文章。

为了开展好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试点工作，
淮北市出台实施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要点
任务、规范运行、组织保障等内容。市集体经济
办从规范章程审核、项目审批、生产经营、财务
管理、盈余分配、社务运行等六方面着手，细化
管理措施，强化刚性约束；将试点成效纳入试
点镇党委书记述职内容，将村党组织引领合作
社业务事项纳入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
审计范围。

坚持生态兴村 促进茶农增收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为使茶叶实现优质高产促增收，从源头
上就要把好质量关。 ”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霄
坑村党委书记王建伟告诉记者。 9 月 2 日上
午，王建伟和几名村干部来到了村里的茶叶基
地，和农户们一起对茶园展开除草、修枝、整形
等季节性管护。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王建伟始终把加强
农村基层党建摆在首要位置。霄坑村茶叶经济

在最初兴起时，部分农户通过茶叶实现脱贫致
富，一时间村民们纷纷效仿，开始毁林改种茶
树以提高产量。深知为一时利益而牺牲环境的
代价太沉重，村“两委”顶住巨大压力，毅然作
出“禁止毁林种茶 ，限制扩大茶园面积 ”的决
定，耐心引导村民注重茶叶质量，做大做强茶
叶品牌，走生态兴村、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村“两委”班子率先从说服自家人停止开
荒种茶做起，一家一户上门沟通，帮助农户改
造茶园、改良品种、改进工艺，并坚定不移推进
“霄坑绿茶”品牌整合工作，通过参与省内外大

型茶叶博览会、推介会，拓宽营销渠道。 如今，
“霄坑绿茶”已成为该村的一张亮丽名片。

近年来， 立足霄坑村丰富的红色资源，村
党支部坚持“用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带领
党员群众修复村内革命遗址，将霄坑村打造成
“池州保密革命教育基地”， 建设全市唯一的
“老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宣教馆”。 在此基础上，
利用霄坑村生态环境优势，积极培育乡村生态
休闲旅游，间接带动霄坑村茶产业发展并实现
村民增收。 2020 年，霄坑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70 万元，顺利跻身强村队列。

富起来的村民对村内生活环境有了更高
的期盼。 该村党组织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多方
协调争取资源， 高标准完成低压线路改造，推
进清洁饮水工程，整修升级村组道路，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加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能

■ 吴江海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激活农村
基层党组织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是核心。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农
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保
证。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在农
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以更高标准、更大力
度、更实举措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推进基层党组织设置和
活动方式创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加快构建
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把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 产业是农村各项事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 要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坚持
尊重村民意愿、市场规律、村组实际情况，优化整合资源，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
要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完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让广大农民收获乡村振兴的发展红利。

乡村振兴，农民参与是关键。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也是受益者。 要加大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公共资
源投入，下大力气全面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要坚
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充分挖掘和利用好乡村文
化，创新表现形式，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
风中的重要作用， 提高农村人口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要打破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乡村
人才回归和返乡创业，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励
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宣城市朱桥乡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先后发展芦笋、秀珍
菇等特色种植，让一批“空壳村”变成富裕村。图为 9月 1日农技人员给种植户讲解种植技术。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宋本金 摄

歙县小川乡古

稔村党支部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 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引导开
展信用村建设。 图
为村党支部负责人

在调解村民纠纷。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创新机制，搭建信用平台

日前， 第二批省级乡村治理示范创建乡
镇、村(社区)入选名单公示，歙县深渡镇大茂社
区上榜。大茂社区党总支书记姚顺武深有感触
地说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是村级治理和乡
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从源头上促进了自
治、德治、法治的融合。 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
用，乡村治理自然事半功倍。 ”

大茂社区是一个村改居的社区，以往以茶
叶、枇杷等传统农业为主。该社区被评为 3A 级
信用村后， 发挥新安江山水画廊的区位优势，
鼓励和引导居民用好信用贷款，做好生态农业
与乡村旅游融合文章，目前集体经济收入年均
50 万余元，居民人均收入 2 万余元。 “评上 3A
级信用户，可享受医疗补贴、体检半价、借书免
押金、茶园绿色防控补助等实惠，文明行为积
分信用券也能兑换物品。 ”居民余来顺说。

歙县是全省首批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试
点县之一。 自 2019 年 7 月试点以来，歙县制定
县委、乡镇党委、村党组织、基层网格四级工作
责任清单，建立“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小组—
党员联系户”基层网格 1297 个，配备 2500 余
名骨干党员担任网格员，统筹信用环境建设、金
融惠民利民、增强产业动能、促进乡风文明、优
化乡村治理等工作。同时，构建组织部门牵头抓
总、 金融监管部门具体实施、 成员单位各负其
责、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的联动格局，建立 28 个
乡镇金融服务站、182 个村级金融服务室，推动
县域金融机构共建“党建金融联盟”。

“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商无信不兴。 ”
歙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全
面整合人口、土地确权登记、宅基地、信用履约
记录等相关数据， 分类归依信息数据 249 万
条，建立集信息归集、金融服务、专项应用于一
体的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云平台，依托数据按
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三类设置信用评级分值权重， 从基本条件、经
济实力、偿债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进行信用
画像， 并结合实际细化推出 62 条乡风文明评
议内容，逐户建立信用档案开展等级评议。 目
前全县 640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182 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已完成评级授信，13.2 万户入库
农户评级授信正有序推进中。

创新产品，推动绿色发展

坐落在歙县许村的西溪云庄，是一家徽派
建筑风格的“徽姑娘”农家民宿。 今年 5 月，西
溪云庄被评定为 AAA 级信用经营主体， 次月
就获得当地金融机构授信 230 万元的扶持。西
溪云庄负责人唐飞红说：“信用贷款无需担保，
还可享受利率优惠，解了燃眉之急。 ”

“金融活水 ”让西溪云庄越办越红火 ，还
吸纳 30 多位村民直接或临时就业。 在授信用
信政策的激励下， 许村有 5 户村民办起了农
家客栈。

歙县在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中，将信
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评价体系和结果运用

政策融入“徽姑娘”农家乐（民宿）品牌打造中，
对首批评出 A 级以上 29 家 “徽姑娘” 农家乐
（民宿）授信 1070 万元。 同时，设立 500 万元县
域旅游担保基金， 开发景区收益权质押贷、景
区村庄贷等 6 类金融产品，培育新安江百里大
画廊、卖花渔村、四月乡村等重点乡村景点 36
处，推出新安江山水画廊丰收节等活动。

歙县出台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的若干规定，创新“金融+基地+专业
合作社+农户” 等发展模式及金融扶持电商措
施，开发信易贷、兴农贷、振兴快贷等见证即贷
的“刚性产品”8 个，推出徽商贷、徽娘贷等特
色金融产品 72 款， 积极创建培育信用绿色产
业示范村（基地）。

目前，该县在 182 个村全覆盖设立村级乡
村产业发展服务团队，围绕特色种养、乡村旅
游等 30 余项产业发展做好信贷资金引导和跟
踪对口指导，累计授信贡菊贷、家庭农场贷、劝
耕贷等 6.81 亿元，培育三潭枇杷、宋村葡萄、
金竹岭贡菊等特色种养基地 54.4 万亩， 发展
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主体 1000 余家， 打造电商产业园等
载体 12 个，培育电商企业 156 家，催生特色农
产品品牌 100 余个，带动创业就业 1.2 万余人，
获评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百强县。今年
上半年，歙县对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
村集体经济组织 、 信用户累计授信 6.894 亿
元，用信 3.817 亿元，实现规上农业加工业产
值 17.57 亿元，增长 6.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1064 元、增长 15.4%。

创新服务，满足群众需求

“信用专块里还有一个行政处罚，你们公
司年度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可以加 4 分……”
今年 6 月，叶艳担任歙县王村镇横联村“金融

村官”后，第一站便来到村里的黄山铭玲茶叶
有限公司，向公司负责人采集企业信用信息。

黄山铭玲茶叶有限公司是一家茶叶深加
工企业，加工的干茶远销海外。由于资金不足，
该公司产能一直受到制约。叶艳了解这一情况
后及时跟进，帮助这家企业通过信用授信获得
信贷支持。

“通过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 凝聚群
众、服务群众能力，使党建引领的过程成为基层
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过程。”歙县县委书记李忠
介绍， 该县把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作为县乡村
三级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
作为“五方面人员”进班子、优秀村干部考录乡
镇公务员重要依据，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黄山
市实施“千名干部下乡助力乡村振兴”工程，推
出“我为群众办实事”“七个一”实践活动，选派
党建指导员、金融专员、产业指导员等各类人才
646 名下沉到农村，引导 30 万余名群众主动参
与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为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歙县通过信息征集，用好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等 3.58 资金亿元，推出绿色
通道、应贷尽贷等金融扶贫服务。结合“四
带一自”产业帮扶工程，实施到户产业项
目 12.47 万个、“一村一品”产业项目 524
个，覆盖脱贫户 1.2 万余户，预计每年户
均实现稳定增收 3800 元以上。

黄山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该市
以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试点工作为抓
手，从金融机构选派金融村官或金融副
乡（镇）长 470 人，结对帮扶市域 689 个
村的金融工作，推出地押云贷、民宿贷等
乡村金融产品 150 余个，创新排污权抵押
贷款等绿色金融产品 60 个，上半年全市绿
色贷款余额 54.79 亿元、增长 21.89%。

黄山市坚持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与文明
村镇、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相结合，把开展遵守
党规党纪、法律法规 、村规民约 、家训家规教
育融入其中，创新微平台立信 、微网格增信 、
微评价议信、微积分用信“四微治理”方式，探
索设立“信用好超市”，信用户参与乡村建设、
社会治安、公益关爱等所获积分，不仅可兑换
物资以及享受医疗保险 20%返还、 景点门票
半价等优惠政策，还可纳入信用建设体系。 下
一步 ， 该市将推动信用评定结果向社保 、医
疗、旅游等领域运用，营造“知信、守信、用信”
的良好社会氛围。

优化“两委”班子
建设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李心强

“我是一名党员，虽然退休了，但也要带头抓好环境治
理。 ”9 月 2 日，涡阳县义门镇刘老村环卫队长王德新一边
打扫卫生，一边对记者说。

因村庄治理见成效， 连续 5年没有发生一起信访案件，
刘老村被评为全县首个红旗村创建单位、 全省法治示范村。

“全村以基层党建提升为抓手，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面
抓好环境、信访、民生等各项工作。 ”刘老村党总支书
记刘朝团介绍。

据介绍，涡阳县 362 个村（社区）创新
推广环境积分超市、《村规民约》等，各村

（社区）都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章程，
破除旧俗，树立新风，激发了党员群
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

在星源街道赵瓦房村，村党
总支副书记王敬伟正在总控室
利用物联网查看大棚蔬菜长势
情况。 王敬伟介绍，赵瓦房村是
一个脱贫村， 在驻村工作队的
帮扶下，流转土地建成了标准
化蔬菜大棚 128 座， 年产蔬菜
2000 吨以上。 蔬菜种植成了村
里的“拳头”产业，惠及脱困户
147 户 299 人，年人均增收 2000
元。 该村获得全省农业特色产业
扶贫十大园区、全省“五个好”村
党组织标兵等殊荣。
“抓好 ‘两委 ’换届契机 ，优先选

拔年轻、文化程度高和致富能人进入
村 ‘两委 ’班子 ，同时 ，将党组织建设嵌

入到产业发展之中 ，从而实现 ‘支部建在
产业链 、 党员聚在产业链 、 群众富在产业

链’。 ”星源街道负责人说。
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 ， 涡阳县公开

选聘 “思想素质好 、发展办法多 、为民服务实 ”的村级后
备干部 150 名 ，选优派强驻村干部 305 名 。 同时 ，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 ，融合资源 、盘活资源 ，优化产业结构 ，做
强支柱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 ，全县建设了温氏养猪大棚
156 个 ，创建绿色养殖场 15 家 ，种植中药材 10.4 万亩 ；
创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10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