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荣旗产权制度改革激活一池春水

“三产融合”妙
深化改革见成效

金秋时节，走进阿荣旗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机声隆隆，收获的喜悦洋溢在
大家的脸上。

在耕地质量监测点的田间，一台台
自动监测仪格外引人注目。阿荣旗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平翠枝告诉笔者，
这些高科技设备的作用相当大，无论是
土壤墒情还是作物长势、病虫害等所有
情况，它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能
够实时把数据上传到推广中心的大数
据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脑端或
手机端随时监测到田间作物的基本情
况。

全电子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设
备、高清球形摄像头、太阳能供电系统
……监测点内的高科技设备一应俱全，
每个监测点被清楚的分成十几块，包括
自动监测区、耕地质量监测区、培肥改
良试验监测区三部分。其中自动监测
区主要开展田间农业气象监测，掌握土
壤墒情。耕地质量监测区设置了 9个
对比区域，以监测不同施肥方式和秸秆
还田对耕地性状和作物产量的影响。

“地表墒情以及地下 40厘米土壤
的墒情随时都可以查看，一旦需要喷灌
的时候马上安排人员进行喷灌，发现病
虫害时立即进行除虫作业。目前已经
在全旗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
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了160个耕
地质量监测点。”平翠枝介绍道。

在农业经营体系改革过程中，阿荣
旗不断加快融合发展，构建了智慧农业
感知、现代科技支撑、农畜产品质量监
管、新型农民培育四大支撑体系。现代
科技应用在智慧农业上的成功范例就
是其中的智慧农业感知体系。现代科
技支撑体系以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为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聘请国家产
业技术研发团队，进行技术研究、集成
和示范，推进农牧业产业化融合发展。
农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依托农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可追溯管理系统，实现从田间到餐桌
全程可追踪。新型农民培育体系依托
音河乡富吉村国家级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基地、农民讲习所、田间学校和科技
试验示范基地等培训载体，分层次、分
类别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阿荣旗结合以上四大体系的建设，
抓基地，引企业，以链条化、融合化的思
维，推动肉、玉米、大豆、高粱、甜菜、马
铃薯、中草药七大板块产业全部实现产
业化经营。目前，围绕七大板块引进建
设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国华有机甜糯玉
米加工、凌志薯业、燃料乙醇、混合饲
料、生物质热电联产等产业化项目，真
正实现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销
售”融合发展的“接二连三”模式，构建
起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阿荣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树立“大农
业、大生态”的概念，统筹山水林田湖，
让生态系统里的各个生态部分发挥应
有作用。围绕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了黑土地保护利用、耕地轮作、节
水灌溉、旱改水等项目，有效地改善了
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生产效能，
确保绿色生产、高效生产。

走进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屠宰
车间内衣着整洁的工人正在将产品精
细分割小包装冷冻，新上马的150只肉
羊屠宰加工项目建设已经投入试车，一
辆辆满载产品的冷藏车将产品发往全
国各地。

集团总经理程学新介绍说：“呼伦
贝尔肉业集团是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
业，我们的‘中荣’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现在正是企业的加工旺季，我
们有信心把肉业集团打造成为百亿元
全国肉业领军企业，把阿荣旗打造成为
呼伦贝尔市肉业基地核心。”

放眼阿荣大地，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扎实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
大成就，一项项改革发展实践，令人鼓
舞，催人奋进。

大海扬波，风帆启航。阿荣旗，正
全力描绘出一幅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
美画卷。

金秋时节，兴安脚下，阿伦河畔，稻谷飘香，沃野流金。迎着丰收的喜悦，笔者走进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粮豆硕果累累，农民们张张笑脸洋溢着收获的幸福……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指明了方向。借助国家农村改革试点的契
机，阿荣旗推进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经营体系改革，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化、规模化、集约化，全旗现代农业发
展活力迸发，驶入快速发展轨道。

“今年我们的粮食产量预计可达
42亿斤，创1998年以来历史新高，13
亿多中国人每人可分3斤多粮食，是
阿荣旗22万农民向我国第一个‘农民
丰收节’的一个献礼！”这是阿荣旗委
书记栾天猛在9月20日国务院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的答笔者问。

根源何在？在丰收的田野里，
旗委书记栾天猛介绍说，自 2014年
起，阿荣旗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农村
改革试验区，承担了“农村集体产权
股份合作制改革”和“积极发展农民
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
权能”两项股改试点任务，对农村承
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引进第三方
经营主体进入一产，实现了“资产变
股权、农民变股东”，改革所释放出
来的活力成为推动农业发展、农业
丰收的新动能。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家
庭承包责任制建立之后，又一次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历史性深刻变革。为
此，阿荣旗借助成为国家农村改革试
点的契机，率先推进农村土地、集体
产权、经营体系改革，推动农业生产
绿色化、规模化、集约化。重点打造
了农业农村九大改革平台，扎实抓好
改革试点工作，以确权登记为抓手推
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对农村
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完善登记制
度，引进第三方经营主体进入一产，
实现了“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权赋能于民。
呼伦贝尔瑞盛农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在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和阿荣
旗农牧业部门的支持下，2018年集中
规模流转了霍尔奇镇的那克塔、横
道、立新等8个村的6.2万亩土地经营
使用权，首轮期限3年。公司聘用第
三方农机合作社农丰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对所有耕地实施高科技托管
式经营，集中种植大豆、高粱等粮食
作物。

公司负责人宫瑞介绍，从农户手
中流转的每亩耕地租金为每年 400
元左右，合同一次签3年，农户连续3
年都能获得固定的租金，所有风险都
由公司承担。农忙时节，公司把农户
优先返聘回来，这样农民还可以再获
得一份工资性收入，每人每月工资收
入可达4000多元。

农民赵志刚家70亩耕地流转给
公司，现在给公司开车，一年纯收入
四五万元。“今年政府给我们耕地发
了‘证’，又引进企业高价流转，我在
公司打工，一年收入顶两年！”

阿荣旗农牧业局副局长邓延东
介绍，按照通常的流转交易，每亩地
一年租金也就200多元，经营大户流
转农民土地的租金一般高于通常流
转价格 100——120元，农户通过土
地流转增加了一大份额的收入。而
且土地集中流转后，对于农户，生产
资料和机具都不用投入，解放了劳动

力，还可以通过其他产业上的经营得
到更多的收入。

以土地流转为基础推进农业生
产经营规模化，引导农业由分散粗放
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是阿荣旗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点睛之笔。该
旗在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的同时，积极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建设，从
土地规划、资金扶持等方面引导和激
励土地流转，推动农业生产向集约化
方向快速发展。原本一家一户的土
地经营模式逐渐被家庭农场、种粮大
户所替代，目前全旗多家农牧业公
司、种粮大户通过集中流转土地，实
行统一生产经营，同时组建多家农机
合作社，引进世界先进全配套农业机
械，节约了生产成本，提升了规模效
益。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流转、
发展劳务经济等方式，实现了多渠道
增收致富。

目前，阿荣旗为423万亩耕地发
放了“身份证”，让6.7万户农民吃上
了“定心丸”。全旗规范流转土地270
万亩，其中 200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
耕地面积达到151万亩，整乡镇流转
4个，整村推进14个，全旗万亩以上
的土地经营主体59家。组建、引进大
型农机合作社55个。全旗13家农业
龙头企业与 56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吸附在
产业链上的农户3.3万户，助农增收1
亿元。

在完成土地确权工作的基础上，
阿荣旗探索推广让农村资产变“活”的
模式，按照“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
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产权制度和批
复方案的要求，以产权股份合作制改
革为基础，以股份权能改革为提升，确
权赋能，初步释放改革红利，为乡村振
兴注入金融活水。

阿荣旗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和经营
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完善管理制
度等举措，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切
实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该旗把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与旗、镇、村产业发展方向
以及群众实际需求相结合，充分利用
现有资金、资产和资源，选准产业、项
目和载体，坚持一村一策，探索村集体
经济多种发展模式。

新发乡大有庄村将村里分散的4
万亩耕地集中流转给呼伦贝尔风华农

场有限公司，除土地租金外，村里收取
每亩地3元的服务费，村集体账户当
年就增加了12万元。

向阳峪镇松塔沟村把原有的46
栋村集体果蔬大棚，以每栋2000元租
赁给种植户，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9万元。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村级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强大，才能
放手去为农民做更多的事情，资金可
以用于扶贫、公益事业、发展经济等，
让老百姓们都看到了新希望，也进一
步激发了村民发展的热情。”松塔沟村
党支部书记王保森感触颇深。

目前，阿荣旗全面完成了148个
行政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
务，成立了148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界定成员 20.2 万人，配置股份
111.2万股，发放股权证书7.7万本。
全旗148个行政村全部摘掉“空壳村”

的帽子，实现经营性收入全覆盖，收入
总额超过1000万元，资产总额达到
6.26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2.06亿元，
为农村发展增添了强劲的新动能，农
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加坚定。

今年阿荣旗继续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按照产业兴旺的总体要求，努力打
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扶贫产业
发展模式，建设扶贫农牧场5个，产权
纳入村集体经济管理台账，每个扶贫
农牧场饲料基地两万亩，实现种养结
合，每年在村集体收益中提取30%作
为村集体经济积累，用于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目前全旗扶贫农场建设已
完成选址和初步作业设计，与呼伦贝
尔肉业集团完成了 9046 头购牛协
议。预计到2020年，建设扶贫农场总
数达到15个，饲养优质品种基础母牛
4万头以上，每个村的集体经济收益达
100万元以上。

依托“四大体系”打造“七大板块”

土地有了“证” 规模经营有钱挣

消灭“空壳村” 农民致富有信心

□文/图 王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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