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濛昀 倪训强 美编 李梦妮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农村“三变”改革，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2017年12月，我市选择38个村开展“三变”改革
试点。

一年来，38个试点村立足村情、结合实际、大
胆创新，积极探索了“三变+特色产业”“三变+乡
村旅游”“三变+集体经济”等发展模式。

“三变”改革有力激活了“人、地、钱”等资源要
素，实现“产业连体”“股权连心”，为全市农村改革
探出新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资源变资产——
3.78万亩耕地入股经营，林地、撂荒地、

闲置农房被盘活

去年，38个“三变”改革试点村共计入股耕地
3.78万亩，同时盘活集体林地、草地、水域、四荒地
9027亩，闲置撂荒的土地2万余亩，闲置农房等
资产535套，集体经营性资产4965万元。

“一年里，我市累计向试点村投入各类扶持资
金达2.8亿元，村均700多万元。”市农业农村委农
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处长黄君一介绍，我市
还撬动社会资本投入5.2亿元，让7万农民当上了
股东。如潼南区柏梓镇梅家村通过“三变”改革，
盘活3000亩撂荒土地入股合作社发展蔬菜、小水
果等特色产业。去年，合作社年纯收入达105万
元，入股农户户均增收1491元。

通过“三变”改革，我市还培育了一批特色优
势产业，催生了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建
成茶叶、花椒、柑橘、水果等标准化产业基地8.31
万亩，开展农旅融合的8个试点村乡村旅游总产
值达4500万元。

资金变股金——
38个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均突破10

万元

去年，我市38个试点村率先开展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共清理核实集体资源资产资金7.87亿元，
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8.37万人，组建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38个。通过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创
收、租赁经营、项目拉动等方式，一年来，“三变”改
革有效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2018年，38个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均突破
10万元。如万州区太安镇凤凰社区引入业主合股
联营修建水厂，其中村集体投资64.4万元、占股
35%，2018年分红10万元。

“试点村还创新了农业经营机制。”黄君一说，
38个试点村以股权为纽带，将各种资源要素整
合，形成龙头企业聚焦发展规划和产品加工、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生产组织和服务、家庭农场和种
养大户引领带头、普通农民专注生产、全产业链收
益共享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态。

一年里，38个试点村共引入或培育市场经营
主体476个。其中企业87个、合作社100个、家
庭农场和种养大户289个。

如开州区临江镇福德村农民以地入股发展
晚熟柑橘2300多亩，由合作社统一土地整治、
生产服务、品牌包装、市场营销，具体生产管护
则按照30—50亩为一个单元，分包给38个家
庭农场组织经营管理。这种经营方式，充分释
放了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统”的规模优势和“分”
的生产效率，形成“小单元、大集群”的经营模
式。

农民变股东——
7万名股东享受分红8450万元

据初步统计，2018年，38个试点村的7万名
股东，享受分红共计8450万元。

而这个38个试点村中，有11个贫困村，其中
5个是深度贫困村，贫困人口6038人。因此，我
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还把贫困群众与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有机连接起
来。

黄君一介绍，在资产入股和股权量化中，我市
重点向贫困人口倾斜，推动贫困农户家家有产业、
人人变股东，改变了过去点对点的扶贫模式，探索
形成“三变+精准扶贫”的改革路子。

经统计，试点村的贫困人口共入股耕地
4718 亩、折价 1564 万元，其他资产折价入股
507万元，经营性资产入股1187万元，财政补
助资金股权化改革量化870万元，社会捐赠资
金入股 897 万元，贫困人口人均量化资产达
8322元。如按照6%的资产收益回报率算，“三
变”改革能为贫困人口每年人均带来499.32元
的稳定财产性收入。

全市38个村试点“三变”改革一年——

“ 人、地、钱”等
资 源 要 素 被 激 活

本报记者 汤艳娟

“三变”改革给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带来惊喜变化

“老家·观音岩”，怎不叫人为你向往
本报记者 汤艳娟

核心提示

“老家”，在您记忆中是什么模样？有人说是妈妈蒸好
的一碗洋芋饭，有人说是坝子里晒太阳的小狗，也有人说
是屋前的一片李花……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场“三变”改革，给原
本闭塞落后的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带来巨变——
外出村民纷纷返乡参与家乡建设，半年时间，迁回老家
的村民就多达600多人；村子一天天在变化，大伙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又吸引了更多人回家；旅游业发展起来了，
处处溢满“乡愁”的观音岩，渐渐成为远近游客心中的

“老家”。

3月12日，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漫山遍野李花绽放。 记者 雷太勇 摄

以前，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到底
有多穷？

3月12日，返乡创业的村民龙顺才对
重庆日报记者说了件往事——“我身高
1.75米，长相也不赖。年轻时，有人给我介
绍了个双腿残疾的姑娘，可对方一听说我
是观音岩的人，连见我一面都不肯。”

如今的观音岩，再不是以前那个观音
岩了——“三变”改革让村里大变样，外出
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来了。

阳春三月，一场以“老家”为主题的赏
李花漫步游活动，在观音岩村拉开帷幕。
漫山遍野如雪花般的李花，每天都吸引着
无数游客。

44岁的龙顺才提前将老屋翻修好，配
齐装备，开了家名为“风花雪月”的农家
乐。3月初以来，他每天都笑呵呵地在花
海里迎来送往，为招待游客而忙个不歇气：

“看老家美景、品老家制茶、吃老家土味，
‘老家·观音岩’欢迎大家！”

数十名成功人士回来振兴家乡
600多村民回老家干事

观音岩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区，幅员
面积8.7平方公里，耕地3680亩，辖20个
村民小组，农户1127户4238人。以往，由
于没有规模产业、基础设施落后、不通水泥
路，观音岩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穷村。因为
穷，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外村姑娘不
愿嫁进来，不少小伙只能打光棍。

年轻时相亲连连受挫的龙顺才发誓要
逃离老家，去城里打工赚钱、娶妻安家。

在外辛苦打拼的十多年里，龙顺才在
工地做过杂工、去缅甸当过健身教练、在云
南开过台球俱乐部，后在云南省蒙自市买
了大房子，拥有了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儿
女。他说：“当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入蒙自城
里的那一刻，我心情特别激动！”

谁知，当上城里人12年后，龙顺才反
悔了，决定带妻子回到观音岩老家住。这
是为何？

原来，老家观音岩村遇到了一个绝好
的发展机遇：2018年，在大足区举行“三
变”改革试点村竞选比赛时，龙岗街道巧妙
抓住观音村拥有古朴原始的自然景致与人
文景观这一特色，推出了以“老家·观音岩”
为主题的农旅融合项目，并以浓浓的“留住
乡愁”内容打动了评委。

“三变”改革，就是要让农民变股东、资
金变股金、土地变资产。试点“三变”改革
的村，可在涉农资金、基础设施、土地政策
等方面获得相应的支持。

一时间，观音岩村沸腾了，村干部们奔
走相告，号召村民返乡创业，为老家振兴出
力。公路硬化、改水改厕、产业建设等项目
相继上马，村里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得知村里进行“三变”改革正需要人
手，身价千万的老板胡强回来了，他在老家
二十社当起了义务社长，带领村民修路种
树、发展李子产业；在外务工的蒋中彬回来
了，在李子林下养起了生态土鸡，开起了

“一路有李”农家乐；在城里开药房的明成
贵回来了，她要解决老乡买药难的问题，在
村口租房开了一家平价药店；放弃高薪工
作的黄玉霞回来了，加入了村干部的队伍，
当起了扶贫专干……

龙顺才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回到老家
的，他准备搭乘乡村振兴的快车，大干一场。

短短半年时间，数十名在外创业就业
的成功人士回到了观音岩村，将户口迁回
老家的村民多达600余人。

村里有两大得天独厚的“宝贝”
20个社分别成立产业合作社

说实话，农旅融合项目到处都有，“老

家·观音岩”怎样做出自己的特色，靠什么
破茧重生？

“我们一靠原始古朴的资源，二靠返乡
人才干事创业的决心。”观音岩村村支书龙
顺禄坚定地说，“村里看似原始老旧的东
西，往往正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宝贝。只有
村民一起行动起来，家乡才能真正振兴。”

观音岩村有两大得天独厚的“宝贝”：
一是在观音岩村十二社庙儿坡山头20多
棵成百上千年的梨树林，全村有1500多亩
世代沿袭种植的桃李园，每一株都独具沧
桑感。二是通向四川内江的千年古驿道，
有文化厚重的千年写字崖，有香火旺盛的
千年宝林寺。

“一棵千年梨树，年产梨子5000斤。”
龙顺禄介绍，据《大足县志》记载，民国12
年（1923年），身负重伤的刘伯承经过观音
岩村时，还受到千年梨树主人廖贵林的帮
助，成功躲过敌人的追击。

龙顺禄说，依托这两大“宝贝”，“老家·
观音岩”项目响亮提出，以“上下五千年，老
家·观音岩”为总体定位，充分挖掘观音岩
自然、人文元素，以桃李产业为切入点，按
照“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目标进行产业
布局，充分展现“老家”生产生活场景，把

“老家·观音岩”打造成定位独特、农旅融合
的AAAA级景区和田园综合体。

与此同时，村委会也号召返乡村民迅
速就位，带领20个社分别成立各具特色的
产业合作社，统一接受村里设立的联合合
作社管理。而其他有条件的返乡村民，村
里则鼓励大家改造农房，办有乡愁特色的
农家乐、茶馆、民宿，为全方面接待游客做
好准备。

2017年6月，胡强回老家当起了二十
社的社长。这个身价千万的城里老板放下
自家生意，带领62户社员成立了重庆大足
水库冲观光旅游有限公司，每天在村里忙
着修公路、种李树。

“谁不希望家乡美、老乡富？”对于返乡
干事的初衷，胡强这样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以前，我们家为村里修路架桥捐款数十万
元，但那毕竟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现
在，大家齐心协力发展产业，才是改变贫困
面貌的长久之计。”

“我也愿意拿出所有积蓄，带头在村里
发展农家乐。”2018年春，龙顺才将两个孩
子安顿在云南后，带着妻子回到老家改建
老屋。为了2019年李花盛开季节能营业，
龙顺才起早贪黑在工地干了10个月，原本
体重207斤的汉子，整整瘦了70斤。

龙顺才敢闯敢拼的劲，打动了邻居——
建卡贫困户杨家兵。“我家的房子位于李花
园核心区，旁边又有新建的文化广场，游客
要是在我家坝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赏花，好
安逸哟！”见龙顺才的农家乐生意兴隆，杨
家兵赶紧买回了休闲凳、茶具等，兴致勃勃
地开起了”扶贫茶馆”。

今年以来，观音岩村已接待游客15万
余人次。最近一周，仅10家农家乐的收入
就达60余万元。

国有企业助力“三变”改革
把“美丽”转化成生产力

按照重庆理工大学对“老家·观音岩”
项目所作的规划设计，项目规划面积
12180亩，一期实施6399亩，将按照心恋
老家-接待服务区、大地飞歌-农业观光
区、稻花香里-农耕体验区、花田李下-老
家风情区、月到风来-乡野文化区的“一心
四区”功能布局，从建设美丽乡村向经营美
丽乡村转变，把“美丽”转化成生产力。

按规划，到2020年，整个项目预计总
投资将达3.5亿元。要实施如此庞大的系
统工程，仅靠当地村委会及村民的力量，显
然不够。

“我们区财政将连续3年整合3000万

元资金，用于支持观音岩村‘三变’改革试
点。”龙岗街道负责人介绍，为了用好用活
这笔钱，大足委托国有企业——大足鑫发
集团统一建设运营“老家·观音岩”项目。

去年初，鑫发集团按照“三变”改革要
求，与观音岩村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共同
组建了重庆市大足区“老家·观音岩”生态
观光农业有限公司，村民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以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
生物资产等资产作价4000万元入股，鑫发
集团以整合项目资金、现金等作价6000万
元入股。

“一栋民房、一颗李树、一台风车等都
可入股，当上股东的村民兴奋不已，纷纷为
产业发展献计献策、出钱出力。”该负责人
说，“农民变成了股东、资金变成了股金、土
地变成了资产，‘三变’改革让观音岩村

‘活’了起来。”
去年来，鑫发集团累计投资3500万

元，完成了20余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3.5公里主公路完工投用，全村户户通
上自来水，2000余亩森林彩化工程已完
工，300亩高效节水灌溉已投用。

如今，该集团正大力推进旅游公路、采
摘便道、古驿道及附属设施修复工程，100
亩湿地景观花海、500亩植物多样性栽培
基地、1000亩四季水果标准园等项目稳步
落地。

20个社的产业合作社也成效斐然：
一社将建生物多样性植物公园，四社发
展了 1000 亩桃李产业，十二、十四社将
建动植物园，五社建成了700亩无公害蔬
菜基地……在眼下桃李芬芳、游客纷至沓
来的季节，观音岩村到处都是社员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面。

“家门口能修通这条水泥路，我们
盼望了几十年了！明年，我也要让儿子
回来办农家乐！”看着水泥路马上修到
自家门口，村民吴良华开心不已。在城
里经商的村民蒋其海也说：“这 500 亩
荒坡整治出来了，干啥子都能用农机开
上山。”

“赏一赏漫山遍野的李花，爬一爬千年
古驿道，看一看千年写字崖，这个村子别有
一番风味。”从主城慕名赶来观音岩村观光
的游客陈家明说，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老家就是这个味道！

3月12日，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游人在
李花丛中拍照留念。 记者 齐岚森 摄

3月12日，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龙顺
才在自己的农家乐里给客人炒菜。

记者 齐岚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