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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 环境优 产业强 百姓富
李洋 王丹灵 田亚

“以前村里房屋大多是散乱自建的
‘火柴盒、方脑壳’，污水进水塘，垃圾
靠风刮，现在不一样，黔北民居整洁干
净，污水、垃圾有了去处。”日前，湄潭
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组村民王昌国如
是说。

王 昌 国 介 绍 ， 2006 年 在 建 设 新 居
时，湄潭县一户补贴 7000元，其中 5000
元是建房补助，2000 元作为房前屋后环
境整治资金，并配套建设 1口沼气池，村
里还建立信用组，帮助建房村民向银行
申请贴息贷款。

基于此，以王昌国为代表的田家沟

组村民才建起一栋栋美丽宜居的特色民
居，近些年来，湄潭县不断投入资金打
造田家沟组，这里的村民早早便已看到
如诗如画的乡村振兴最美模样，许多人
家开起农家乐、注册民宿，村民由安居
变为宜居。

事实上，田家沟组仅是湄潭县打造美
丽乡村且取得不错成效缩影之一。近些年
来，湄潭县坚决落实“为农民而建”理念，
以示范试点为引领，统筹规划实施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文化传承等建设项目，持续
展现特色宜居乡村风貌。

至今，该县以“培育特色产业、特

色生态、特色文化，塑造田园风光、田
园建筑、田园生活，建设美丽乡村、宜
居乡村、活力乡村”为目标，以乡村规
划和产业规划为先导，利用集成示范试
点建设资金作支撑，积极撬动社会资源
参与村庄建设，全县共实施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 2个、市
级示范点 2 个、县级示范点 30 个，已整
合资金8697万元实施项目25个。

期间，湄潭县还按照“农民建房进寨
子、企业建厂进园区”思路，整县推进“一
图一表一说明”（即统一绘制村庄建设规
划图、编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项目表、制

作建设要点说明书），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将村庄规划纳入村规民约，积极引导群众
参与规划编制并按规划建设实施。

截至目前，湄潭全县已完成 568个农
村居民点“一图一表一说明”村庄规划
编制，现今该县正积极推进村庄建设

“七改一增两处理”和黔北民居“七要
素”全覆盖，持续推进“七改一增两处
理”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即改水、改
电、改路、改房、改厨、改厕、改圈，
增绿，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整合涉农
资金，引导群众投工投劳，持续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短板……

抓好宜居衔接 变农户安居为乡村宜居

2017年 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决定将宅基地改革拓展到全国 33个
试点县，2020 年 8 月，湄潭县又成为新
一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之一。

而湄潭县鱼泉街道抢抓到该县作为
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这一千载难逢
机遇，向县委改革办争取将新石村列入
宅基地改革试点村，通过吃透并用足用
活宅基地改革政策，盘活闲置宅基地和
房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增加了
农民财产性收入，为投资者提供经营性
场所，同时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使其
产生“一举三得”效果。

“这样一来，农户有更多财产性收
入，经营主体吃了‘定心丸’，同时农户
与集体权属也得到明确，村委会还获得
一笔土地管理费。”近日，新石村党总支
书记熊超超对笔者说。

持续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推动
单项改革任务向全领域多要素延伸，湄
潭县不断激发出农村改革创新活力。

时下，湄潭县正持续深化“三变”改
革，广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
组织方式，积极运用“确员定股东、确权定
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营、平台定市
场”的“四确五定”模式，组建 120个村级股
份经济合作社，界定 44.3万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并过渡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并
以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体，积极推
动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等进入资产流转平台，为项目和产
业发展提供要素保障，累计推动 790亩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功入市，交易
额达 1.75亿元。

此外，湄潭县还积极与金融机构合
作开展“股权贷”“设施贷”“林权贷”

“茶园贷”等信贷业务，持续拓展金融服
务助推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农村宅基地
改革试点。

截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单位已先
后为湄潭县提供产业项目贷款支持和签

订金融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意向书，
累计发放“两权”抵押贷款 9.12亿元，农
业设施抵押融资 2263 万元，“林权+”抵
押贷款 1.9亿元。

湄潭县宅基地“收、分、退、转”
改革经验，正积极从宅基地超面积、“一
户多宅”、闲置农房上找突破口，引导社
会资本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推动生
态农业、乡村旅游及民宿产业发展。

2021年，湄潭全县 25个村已开展宅基
地改革试点，并成功颁发全省首份非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回乡”有偿使用宅基地批
准书，目前，在试点经验基础上，该项改革
已在全县 109个村全面推开。2022年 3月，
湄潭县为深圳市民颁发了首份《湄潭县农
村宅基地及农房流转使用权证》，让“到湄
潭当农民”从理想变为现实。

继往开来，贵在实践。湄潭县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也极为重视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为抓好“人才”这个乡村振兴的关
键，持续拓展人才渠道，努力让乡村引
得来人、留得住人、干得成事，湄潭县
采取选好农村带头人，打造出了一支

“带不走”的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同时

大力实施“双培养”工程。
在选好农村带头人一事上，湄潭县明

确将政治上可靠、致富能力强、群众基础
好的青年致富带头人发展成党员和村干
部，注重在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外出务
工经商人员等群体中选拔村后备干部，并
稳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一肩
挑”，不断提高村干部待遇，让以往的扶贫

“尖兵”继续担当“挑重任、打硬仗”角色，
发挥其带头引领示范作用。

2021 年，湄潭县新一届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已全部完成，实现换届
后全县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
下降至 45.1岁，下降了 6岁，大专以上学
历提升至75人、占比提高8.76%。

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队方面，湄潭县继续实施驻村
工作队、单位定点帮扶等有效做法，将
原贫困村派驻的第一书记转为乡村振兴
第一书记，将原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转
为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调整充实一批
科级干部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实现蹲
点驻村指导队伍、力量、成果有机转化。

2021年，湄潭县共精准选派 32 名经
验丰富的“老干部”到村担任乡村振兴

指导员，71名第一书记和 135名驻村干部
吃住在村。

再一个就是大力实施“双培养”工
程，湄潭县依托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
才培训基地、县中职校等载体，围绕基
层党建、产业发展、基层管理等课题加
大培训力度，着力把生于农村、长在农
村、热爱农村的乡土人才培养成引领农
村发展的新生力量。

截至目前，该县已在县中职校优秀学
生中培育乡村振兴村级后备力量 160 名，
累计储备村级后备人才 315 人，培养市县
两级领军人才28名、村级“领头雁”20名。

通过这一系列人才衔接工作强化，
湄潭县农村人才渠道得以拓展，有效增
强了乡村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如今，湄潭县在做好宜居、治理、
活力、人才衔接工作基础上，再提出抓
好产业衔接，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带农种
粮，以茶产业为突破口富农增收，以建设
全国绿色食品工业示范区、遵义都市圈准
中心城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中国乡村休闲游首选地“三区一地”为
驱动，做强县域经济，变一产支撑为三产
融合，为巩固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抓好活力衔接 变单项突破为综合改革

生态环境优、生态产业强、带来百姓富的喜人景象。
我省提出加快建设贵州最美乡村，湄潭县在发展县域经济和产业振兴、

推进乡村建设、提升乡风文明、推进改革试验、人才队伍建设上作示范，努
力在全国比高低，在全省当样板。

如今，湄潭的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全县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9%，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率达 100%，森林覆盖率达 66.1%，荣获“全国信访工
作三无县”称号。

在该县，农业产业高质高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2021 年农林牧渔业生
产总值达 101.99亿元，农产品加工转换率达 70%，农民更加富裕富足。

2021 年，湄潭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31.04 亿元，全部金融存款余额、全
部金融贷款余额分别达 190.75 亿元、222.98 亿元，全县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39856元、17495元。

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绝美画卷
正徐徐铺展开来 ......

湄潭县兴隆镇小茶海如诗如画。 张元 摄

日前，湄潭县西河
镇石家寨村红旗村民组

“寨管家”石继兴，在
与记者聊起寨子治理前
后对比时说：“2017 年
之前，每年村里要调处
因土地、山林、水事矛
盾纠纷 200 多起，自从
实 行 ‘ 寨 管 家 ’ 模 式
后，各种矛盾纠纷基本
归零。可以说过去村里
闹喳喳，如今村里笑哈
哈。”

据了解，湄潭县西
河镇石家寨村是“寨管
家”发源地，也是该县
抓好治理衔接，变党政
主导为三治合力，众多
探 索 具 象 事 例 体 现 之
一，“寨管家”基层治
理 三 治 在 此 融 合 发 展
后，该村变得更美，美
在村子发展更好，乡风
更文明、治理更有效。

石家寨村红旗村民
组只是湄潭基层治理的
缩影。近几年，湄潭县
持 续 深 化 “ 自 治 、 德
治、法治”融合推进乡
风文明建设工作，不断
提升群众参与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
兴积极性，该县、镇
（街道）、村、组四级干
部群众接续团结奋斗
着。

立足自然村寨划定
1112 个寨子，构建“3+
N”（即 1 名 镇 级 指 导
员、1名村级包保员、1名寨长，N名
保洁员、管水员、护路员、安全员、护
林员、法治宣传员等“管事员”）工作
机制，以乡贤寨老为基础推选“寨管
家”5438 名，并推进“多员合一”，
整合村民组长报酬及农村公益性岗
位政策资金作为保障，切实将脱贫
攻坚期间修建的基础设施管起来、
将推进乡村振兴的文明乡风树起
来，湄潭县构建了“你管我、我管
他，大家管大家”的基层治理新模
式。

湄潭县还持续推进“红白理事
会”全覆盖，大力开展移风易俗行
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
站、点） 为载体，充分发动群众参
与“红白理事会”，立足“寨管
家”组建红白喜事志愿服务队 1112
个，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全面推行
红白喜事备案、“红黑”榜等机
制，全面提倡“车不过十、礼不过
百”，依法打击低俗婚闹，农村滥
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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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镇新建村美景如画。 罗德雄 摄

湄潭县大力发展茶叶产业，
60 万亩生态茶园绿了荒山，富了
农民。 瞿欣含 摄

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农民自
编自演的花灯戏 《十谢共产党》。

瞿欣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