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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组织建设
培养产业发展带头人

在城口县，193个涉农村居有90个贫困
村，其中绝大部分村都为“空壳村”，即村产业
发展空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滞后。

“基层党组织薄弱，对党员、群众缺乏凝
聚力引领力。”城口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称，很
多“空壳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党组织书记
领导能力弱，以致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等，“消
除‘空壳村’关键要找准、培养好产业发展‘带
头人’。”

城口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采取
从本村人才中“找”、外出人员中“引”、邻近村
中“调”、退休干部中“请”、上级单位中“派”等
多种方式，解决党组织书记人选问题。同时，
加大后备干部培养储备力度，确保每村1-2
名，做到有储备、能接续。

城口县庙坝镇香溪村党支部书记刘汉东
就是这样从外出人员中“引”回来的。回村
前，刘汉东一直在外地经营企业，年收入几十
万元。回村后，他自己掏钱组织村干部先后
到华西村、北京等地学习集体经济，然后将村
里闲置的资源、资产进行清产核资，认定209
户782名村民为股东，配股782股，依托生态
旅游资源和樱桃溪茶叶，走出了一条富有特
色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现在，香溪村集体经济资产达 322 万
元。2018年，全村集体经济创收近13万元。

“鼓励各方人才参与发展集体经济组
织。”城口县农委负责人介绍，以乡情乡愁乡
贤为纽带，支持企业家、专家学者、建筑师、律
师、退休干部职工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
兴业、捐资捐物、提供法律服务、技术等作价
入股等方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激发各类专
业人才创业创新活力。

同时，围绕七大农业扶贫产业对集体经
济组织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进行创业理念、政
策、法规、生产和管理技能培训；从各个行政
村重点产业中选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种养
大户作为产业致富“带头人”加入各行业、产
业协会，通过协会的力量，提高各“带头人”理
论和实践能力。

陈学江不但自己搞起了大巴山森林人
家，还依托棉纱村的城郊地理优势，发展起果

树生态观光、县城清扫保洁、仓储物流等集体
经济。

据统计，为消除“空壳村”，发展集体经
济，城口县调整补充村党组织书记24名，成
功回引人才17名，定向招聘农村定向培养应
届毕业生39名，培训扶贫领域人才、新型职
业农民、创新人才、企业管理人才1930余人
次。

五种形式
“三变”盘活集体资源

自2017年8月以来，城口县按照“试点
先行、逐步推广、全面覆盖”的原则，按照“市
场主体+村集体（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
项目实施机制，先后选择36个村试点，鸡鸣、
沿河2个深度贫困乡11个村全部作为试点
整乡推进，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工作。

周溪乡鹿坪村在试点中，先筹资建好山
地鸡繁育场，政府出资修建路、水、电等配套

设施，并交由村集体管护。然后引进渝北旗
力农业发展公司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保
底饲养40万羽山地鸡。村集体从每一只鸡
苗中提取0.5 元、每一只商品鸡中提取0.5
元、每一枚鸡蛋中提取0.3元，预计该村每年
可实现集体收入至少20万元。

在庙坝镇，关内村采取“村集体自营”的
模式，运营管理政府投入276万元建设乡村
旅游亲水平台。2020年前，运营所得利润优
先向贫困户倾斜；脱贫攻坚结束后，所得利润
归关内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股分红。去
年，亲水体验区投入使用18天，营业收入达
39383元，其中纯利润3.3万元。

“立足农村实际情况，盘活集体资源。”城
口县农委负责人介绍，一年多来，城口探索形
成了5种发展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一是庙
坝镇关内村的项目拉动型；二是周溪乡鹿坪
村的租赁经营型；三是庙坝镇香溪村的产业
带动型；四是岚天乡岚溪村乡村旅游项目的
资源开发型；五是岚天乡红岸村组建劳务服
务队的服务创收型。全力推进“市场主体+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项目实
施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
得以初步释放。

截至2018年底，城口县安排试点资金
2500万元，吸引市场经营主体50余个，撬动
社会资本近3000万元，在77个村（含36个
试点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及农户24059户
95840 人，其中建卡贫困户 5051 户 15930
人。

群众受益
“空壳村”走上致富路

一份《棉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2018年收
益及分红公示》显示，2018年，棉沙村食用菌
扶贫基地及观光农业园、夏栖沟农旅融合股
权化改革项目、3个农业村和1个涉农社区的
垃圾清运、2017年入户人行步道建设工程等
几项总计收益达184850元。

“每股分红达到200元！”村民袁诗洪拿

着分红喜笑颜开。他说，合作社2018年度实
施的污水管网项目、修建农村“四好”公路、公
路水毁维修项目还未决算，明年拿到的分红
会更多。

城口县相关负责人称，“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试
点，盘活了农村闲置资产、用活了农业项目财
政补助资金，将农业企业、涉及土地流转农
户、村集体以及专业合作社领办者、合作社社
员、村集体牢牢捆绑在一起，实现了让广大农
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岚溪村地处岚天乡场镇所在地，位于
东安—河鱼—岚天—北屏—龙田旅游环线
的核心地带。”岚天乡党委负责人称，凭借丰
富的旅游资源，岚溪村盘活闲置资源，整合
财政资金，引进社会企业实施了以民房变民
宿、低效林改造、固定资产入股等项目为主
的生产经营活动，初步估计通过这些项目吸
引游客10万人次，增加全乡旅游收入300
余万元。

据介绍，岚溪村盘活集体资产 439万
元。2018年，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20万
元，直接带动农户80户共计增收120万元。
同时还吸引30名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吸引
1200万元社会资本在岚溪村开展投资。

据统计，城口县有65个村已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其中，48个村产生利润，消除了“空
壳村”，有15个村实现利润5万元以上。

今年初，城口县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
全县25个乡镇街道各派遣一名集体财务管
理人员，为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咨询、财务账务
管理、资产管理、收益分配提供服务，弥补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人员空缺、管理混
乱的短板。

“继续做好孵化服务，把集体经济组织
做大做强。”城口县相关负责人称，出台《城
口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孵化服务工作
方案（试行）》等文件，发挥社会化服务机构
的作用，为集体经济组织在对接市场、开展
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孵化服务，形成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良好工
作机制。

刘钦 刘茂娇
图片由城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城口 探索五种形式消除“空壳村”
1月15日，城口县葛城街道棉沙村，气温只有3℃。但齐聚

在村委会办公楼的400多位村民心头暖融融的——现场正召开
棉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民分红大会，每股分红达200元。

“选对‘带头人’，‘空壳村’也能培育产业挣大钱。”葛城街道
党工委负责人称，棉沙村地处城郊，但产业一直是空白。一年

前，返乡创业村民陈学江担任棉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带
领村民发展城郊集体经济，“集体有钱了，村民也有了收益。”

近年来，城口县突出党建引领，加大对“空壳村”党组织建设
以及“带头人”选拔培养力度，探索5种形式消除“空壳村”，集体
经济组织从无到有，逐渐壮大起来。

岚天乡刚刚改造完成的“民房变民宿”岚天乡红岸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挂牌仪式

修齐镇家园村花菇产业扶贫基地

项目拉动、租赁经营、产业带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传来消息，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飞洋控股集团”）顺利晋升为一级资质，标志着公司整体实
力获得国家住建部的权威认可，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承揽房地产开发项目、全方位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飞洋控股集团能顺利通过住建部审定，凭借的是其多年来稳健经营的信心、追求品质的恒心和挑战自我的决心。

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晋升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
新起点 新跨越 新机遇

勇于奋进强自身
项目分布4省11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是业
内最高资质，对企业的开发规模、产
品品质、人才团队、质量体系等均有
很高要求。飞洋控股集团自1998年
成立以来，就坚持“创业为民生、成功
报社会”的企业使命，助推企业高品
质发展，致力于为客户创造高品质生
活。

作为一家以地产投资开发、小镇
产业运营为双核主业，以建筑施工、
物业后服、酒店管理、百货新零售为
辅的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截至
2018年底，集团总资产达68亿元，
关联公司18家。

其中，飞洋地产是飞洋控股集团
的核心主业，也是集团旗下房地产业
务的品牌统称。飞洋地产在坚守“健
康社区创建者”这个定位的同时，将

“健康”和“智慧”作为地产开发项目
的主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飞洋地
产始终坚持将“5i梦想生活价值体
系”（即精工筑家、全龄优家、幸福管
家、邻里一家、智慧创家）植入飞洋地
产开发的每一个项目当中，为广大飞
洋业主创建幸福的梦想社区。

截至2018年底，飞洋地产已在
川、渝、黔、鄂4省11城开发项目17
个，已开发面积617.25万平方米，物
业52389套，为逾20万人提供品质
人居生活。

飞洋控股集团狠抓品质、注重服
务质量，经过多年探索，研发出六大
产品系列：

世纪城系：阔景高层，大景观社
区，面积区间80-100平方米，专为
刚需和首改客户研发的实用性住宅，
是飞洋地产最早开发的产品系列。

天地系：城市中心核心地块综合
体项目，住宅、公寓、办公、商业为一
体，是飞洋地产打造的城市名片。

华府系：以洋房为主的集别墅、
洋房、高层、商业于一体的综合体，面
积区间120-300平方米，专为改善
型住宅客户设计的舒适住区，成为飞
洋地产产品最丰富的系列。

尚院系：以高端别墅为主，独栋、
类独栋、联排别墅产品，面积区间
220-600平方米，专为高端客户研
发，是飞洋地产最高端产品系列。

时光系：集文化娱乐、休闲度假、
观光体验、康养身心为一体的文旅康
养小镇系列。

梦想城系：以公园、教育、健康、
商业、老年关怀五大板块为核心内
容，为业主提供全龄、生态、智慧的优
质社区空间，是飞洋地产全新的产品
系列。

飞洋控股集团成立21年来，勇
于奋进强自身，先后荣获“2018中国
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
奖”、“2018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信
用综合测评排名第18位”、“2017年
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2016
年度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影响力企
业”、“2016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信
用综合测评排名第14位”、“2013年

度重庆市建筑业先进企业”等多项殊
荣。

勇立潮头谋发展
以龙湖为标杆提升物业服务

细节决定品质。对于房地产开
发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细节上，很多房企的口碑就是
建立在精细化的细节呈现之上。如
何一步一个脚印，为客户创造更多美
好生活？

飞洋控股集团的答案是，围绕品
质做文章。

近年来，在地产业绩增长的同
时，飞洋控股集团也非常重视自我反
思。早在2014年前，飞洋创始人杨
必全深刻探究：中国的物业管理做了
这么多年，为什么排在前茅的总是万
科和龙湖？一旦房地产开发的体量
逐渐萎缩，飞洋又将往何处去？

“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之间的
联合是大势所趋。”杨必全认为，物业
具有相对稳定的长远效益，对地产开
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必须
勇立潮头谋发展，以龙湖为标杆，向

龙湖学习，物业才能获得快速提升与
发展。

2015年11月，飞洋控股集团旗
下天昂物业与中国物业领先品牌龙
湖物业达成战略合作，以龙湖物业服
务标准为唯一的学习标杆，在与业主
息息相关的礼仪、门岗、秩序、客服、
保洁、维修、绿化这七大岗位上用心
服务。未来，天昂物业将继续秉承

“用心服务、相伴一生”的服务理念，
致力于为业主奉献高品质物业服务、
实现家园梦想。

为做大做强企业品牌，近两年来
飞洋控股集团将企业资质升级作为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更
多优质服务的重要突破口。集团董
事长亲自督导企业资质升级申报工
作，对申报政策进行深入了解。在市

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建开发办等部门
大力帮助下，经过公司上下齐心协
力,认真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克服重
重困难，最终取得一级开发资质。

转型升级擎大旗
精心打造飞洋小镇产业

此次获得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
使得飞洋控股集团站在新的起点上，
为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飞洋控股集团将始终坚持品
质路线不动摇，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更
为广阔的市场，以昂扬的斗志直面更
大的机遇和挑战，奋力开创公司经营
发展的新局面。

飞洋小镇是飞洋控股集团着力
拓展的又一主业方向，努力成为全

国领先的“小镇产业运营商”是飞洋
控股集团的战略目标。为此，飞洋
控股集团把“文旅”和“康养”确立为
飞洋小镇产业的两大主题，希望依
托当地文化及旅游资源，集合健康
与养生理念，致力于打造集文化娱
乐、休闲度假、观光体验、康养身心
为一体的文旅康养小镇。截至目
前，飞洋小镇布局四川、贵州、湖北
三省，已规划项目3个。未来3年，
飞洋小镇产业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
100亿元。

荣誉见证历史，历史铸就品牌。
可以预见的是，飞洋控股集团的品牌
价值将在发展中不断沉淀、升华，成
为卓越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薛梅 图片由飞洋控股集团提供

关注房地产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
系列报道之三

贵州湄潭·飞洋梦想城效果图

飞洋控股集团办公区

链接》》

贵州湄潭·飞洋梦想城是飞洋
地产21年全新产品线，以100万平方
米大城为载体，以公园、教育、健康、
商业、老年关怀五大板块为核心内
容，以为业主提供“全龄、生态、智
慧”的产品为服务目标，打造更优质
完善的社区空间。

飞洋梦想城项目位于贵州省湄
潭县象山路旁，总占地 630 多亩，总
建筑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整体项
目分为华府、御府、悦府、雍锦里、翠
庭里、公园里6个组团，产品涵盖墅
景洋楼、府院洋房、亲情公寓、金街
旺铺等；社区内为业主打造一站式
体验漫生活街区和全社区邻里文化
空间2大中心；同时规划了3大教育
配套，2 所国际双语幼儿园、1 所小
学、1 所初中，让业主尊享媲美国内
一线城市的3-18岁全龄教育体验；
还拥有4大主题公园，运动公园、亲

子公园、漫步公园、滨河公园，让不
同的业主有不同的享受场所；在社
区园林景观上项目也采用了8大景
观设计，玫瑰花园、薰衣草花海、梧
桐大道、樱花大道等等，只为业主营

造一个浪漫温馨的公园环境；总体
来说，项目汇聚全能顶级资源，致力
成为湄潭乃至遵义的休闲中心、教
育中心、文化中心和生活中心，打造
一个高端人居梦想生活的范本!

贵州湄潭·飞洋梦想城 打造高端人居梦想生活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