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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张艳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当时
21岁的王印才褪去了一身的青涩正准备顺应
时代大潮施展拳脚。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机
缘巧合下，好好的一棵绿草“竟然”插在了
长着四个大轱辘的铁家伙上，而且一插就是
40年。

“老王，快来帮俺看看家里的‘铁
牛’，不知道又闹啥毛病了，突突突地直冒
黑烟。”12月14日一大早，王印才刚端起
“咸糊涂”还没喝上一口，就被外面传来的
声音喊住了。忙过了秋收，曲阜市吴村镇张
庄村村民郑斗银开始给家里的大功臣——— 一
台5 0马力的拖拉机作保养，可越修问题越
多，只能来找王印才求救。

到了郑斗银家，今年61岁的王印才就像
是一名妙手回春的老中医，敲敲打打间就
“望闻问切”地发现了问题，摸过扳手几下
就排除了故障。在村民们眼里，王印才是他
们的村支书，但更是个资深到不能再资深的
拖拉机手，他不仅开着“铁牛”耕美了自家
的小日子，更耕出了全村的大富裕。

1981年，张庄村在曲阜市率先试行分产
到户，成了各地争相学习的“标杆农场”。
可地块变小了，村农机所的两个铁家伙突然
没了用武之地，不仅“吃闲饭”还占地方。

眼瞅着老搭档就这么“失了业”，王印
才不忍心，东拼西凑弄了点钱，把其中的一
台承包了下来。虽然当时半数村民都用耕牛
耕地，但靠着农机耕作省时省力的特性，王
印才和他的“铁牛”联手包下了另一半土地
的耕作任务，凭着一股能吃苦、能钻研的干
劲，小日子在不声不响间越过越热火。

尝到了开农机、修农机的甜头，王印才
在1984年咬牙花6000多元买了一台天津产的
“铁牛55”二手拖拉机，迈出了农机独立经
营的第一步。

“那比人都高的大轱辘，咚咚咚地开进
村，别提多气派了。看到这大马力的稀罕玩
意，全村人硬是从村口跟着俺把车开回了
家。”提起当初自己买下第一台车时的风
光，王印才的嘴角忍不住地往上翘。他说，
村里人好面子，那时候娶媳妇找不到汽车，
家家就惦记起了他带篷的拖拉机，红色的油
漆擦得铮亮，再挂上个大红绸子，不光喜
庆，还壮场面。

把“铁牛”当奔驰、宝马样的“使唤”
了好几年，多的时候一晚上出门送过3家的
媳妇，虽然小外快挣得熨贴，可王印才心里
清楚，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的“铁牛”可

不想做个只能接送媳妇的绣花枕头，只有拉
起犁来耕起地，才能实现它的真正价值。

90年代初起，耕牛被完全取代，务实的
村民们也通过比较发现：农机耕种的土地因
为又深又好，往往比牛耕地多出不少收成，
王印才和他的“铁牛”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那时候春耕秋收都跟打仗似的，全村4000
多亩耕地，他没白没黑地干，家里所有的车
都用上，也得忙上40多天，效率达不到预
期。”王印才说，为了提高服务能力，他又
购买了收割机，耕、种全包，自己家的农机
小生意终于慢慢火了起来。

新时代，改革的大潮风起云涌，越来越
多的村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选择了收益更
高的进城务工。家里的地荒了，没人种，食
之无味却又弃之可惜，啥农活都能干的农机
就成了最被看重的替代。巨大的商机诱惑

下，张庄村掀起了一股农机购置热，排起长
队的铁家伙不光参与到周边村镇的农业生
产，更跨出省界，大举进军河南、河北等省
份，农机服务产业做活了，但一系列棘手的
问题也同步滋生。

有服务好价格高的、有没客户硬压价
的，原本就不大的市场一时间变得异常混
乱。王印才看不下去了，提出在村里建立农
机合作社的想法，一方面规范农机经营性行
为，另一方面也能延展服务区域。

村里资历最老的拖拉机手站出来挑头，
没人能说出一个“不”字。2013年，曲阜市
张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很快就成立了起
来，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和规范服务
标准、收费标准，并对车辆、设施、客户等
进行资源整合，38台大型设备加上20多台植
保机械，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跨区域、全链条
服务能力。而王印才也因为扎实的工作作
风，在50多岁的年纪，被全村村民推选为新
一任的村党支部书记。

“老王干事又稳又钻，每年农忙前都会
对俺们这些‘半吊子’进行突击培训，平时
也隔三差五地请专家来给俺们讲技术、讲维
修、讲市场，还年年给俺们买保险。合作社
的基础越来越牢靠、牌子越来越硬，外地客
户争着让俺们去搞服务。”谈起未来的发展
前景，郑斗银显得很自信。他说，老王扛起
了村里的发展重任，小王成了合作社的新主
心骨，正所谓“虎父无犬子”，王印才的儿
子、1985年出生的王进正用全新的视野给农
机合作社注入充足的活力。

今年年初，吴村镇的农田里开进了几个
“张牙舞爪”的机器人，王进手里拿着遥控器
站在地头给整片农田喷洒了农药，不用戴口
罩和防护服，种田变得越来越舒适。从过去单
纯的耕地发展到耕种收、植保、烘干、还田，样
样全能。按照王进的想法，新时代的农机服务
就是要纳入农资供给环节，通过新上无人机、
植保机等新设备，实现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
化服务，彻底解放农民的双手。

“时代变了啊，我这光懂开车、修车的
老把式也该歇歇了。”看着坐在电脑前正在
网上选购农用无人机的儿子，王印才脸上又
绽开了笑容。

□ 本报记者 尹 彤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孙欣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加强农村基
层党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固本之举。

然而，基层党建工作中却面临着三个难
题：缺人、缺钱、缺事。“‘缺人’是缺优
秀的村党支部书记、带头人；‘缺钱’是缺
集体收入，缺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桶
金’；‘缺事’则是缺致富好项目。” 12
月14日，嘉祥县金屯镇党委负责人表示，为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填补“三缺”，金屯
镇探索实践了抓基层党建的“六步”工作
法：强班子、强素质，富集体、富百姓，惠
民生、抓“三公”，探索走出了一条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选出干事好班子

扶上马送一程

以前，陈屯村在金屯镇名声可不好。没
有村班子、村民人心涣散，各项工作在镇里
都是倒数。邻村早就实现了“村村通”，陈
屯村因为没钱，村东村西的“断头路”和20
多个胡同多年来都没接上，一下雨，村民出
门都是难题。

不过，今年陈屯村变了。去年年底被推
选出来的新任村党支部书记陈合军走马上任
后，第一件事就是和第一书记一起协调资
金，接上了“断头路”，紧接着整修村里的
沟渠，流转土地发展集体经济……一年多时
间，陈屯村从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陈合军
也成了镇里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代表。

“镇党委书记亲自上门给我做思想工
作，让我站出来，带领村班子改变陈屯村的
落后面貌。以前村民也推选过我，可我有顾
虑。村里这么乱，我自己还有业务要忙，更
担心自己胜任不了。但镇党委书记的一番
话，让我认识到，作为党员关键时刻就得站
出来。”陈合军激动地说。原来他有7辆大
车常年跑运输，为了不耽误村里的工作，不
到一年的时间卖了4辆，损失四五十万，剩
下的3辆也让孩子管理。不仅如此，一些项
目缺资金时自己还时常贴钱。不过，看到村
里的变化和村民的笑容，他觉得值。

提升基层组织力，首要就是选好带头
人，强班子。一个好班子可以影响一个村五
年十年，而且只有各个村党支部书记主动
干、比着干，才能确保各项工作全面开花。

据介绍，去年村“两委”换届前，镇党委班
子成员带头，全体机关干部坚持每天沉到村
里，逐家逐户走访，带着问题征求群众特别
是党员意见，掌握第一手资料，酝酿党组织
成员人选。对合适人选而本人不愿担任党组
织书记的，由镇党委出面做工作，唤起其初
心使命。

选出新任村“两委”后，金屯镇党委针
对他们热情高、缺经验的现实情况，以多种
方式加强培训，提升素质，不仅扶上马，还
要送一程，使他们从容面对新的工作岗位。
“这一年，我跟着镇里到肥城、任城、兖
州、曲阜和安徽怀远等地取经，学人家村里
咋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凝聚党员力量干事。
不仅如此，镇里经常给我们办培训班，拓宽
村支书工作思路。开设支部书记大讲堂，让
每个村支书都上台讲讲自己干了啥，有什么
经验、困惑。”陈合军说，正是这些学习、
培训，让他从一个治村新手逐渐找对了路
子。

据了解，金屯镇共有8个管区62个村，
今年镇里评选出的优秀村支书占据三分之
一，每个管区都有三四个。正是这些优秀村
支书的辐射影响，全镇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
进步。

搞流转、清三资、调结构

富集体富百姓

解决了没人干事的问题，下一步就该破
解缺钱、缺项目的难题了。金屯镇在选好建
强村班子的基础上，2017年初不少村在村
“两委”主导下开始清理三资与土地规模流
转工作，发展特色种养等现代农业，集体经
济空壳村全部消灭，村民调整产业结构普遍
增收。

“我们村通过三资清理，清理出62亩荒
山、7亩废弃坑塘以及一些沟路渠，加上土
地流转增收的部分，每年村集体增收53200
元。”前老屯村党支部书记李小六高兴地介
绍，此外前老屯村还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组建了金地丰土地托管合作
社，流转土地1600余亩，建起了粮食烘干
塔，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了农机为本村和附
近村民提供“耕种收储”一体化服务，达到
了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正如李小六提到的，金屯镇鼓励各村开
展土地规模流转，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创办模

式，吸引更多的群众自愿入社，有效地增加
了集体收入。截至目前，全镇共流转土地
1 . 9万亩，通过平整沟路渠、四荒地，增加
集体土地1400亩，初步计算为村集体增收160
余万元，平均每村增加2 . 5万元。

在富集体的同时，各村还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新六产”等方式带领村民增
收。“以前我们村种水稻，插秧、收获都得
雇人，光人工费就得640元，再除去种子化
肥等，一亩地收入也就四五百元。今年我带
领村民代表去鱼台学习了水稻旱直播，回来
推广后，每亩地至少增收五六百元。”谢城
村党支部书记谢云刚说，不仅如此，今年他
还流转了103亩土地试点藕虾混养，下一步
准备带领村民推广该模式。

据悉，今年金屯镇按照“稳粮、扩菜、
增果、造林”的思路，制订完善了镇现代农业
发展规划。在西部旱田区大力发展西兰花、大
蒜、辣椒、圆葱、露地甜瓜等瓜菜，在洙赵新
河、洙水河两岸河堤发展经济林、丰产林。在
东部稻区继续扩大拱棚香瓜面积，发展藕虾
混养、稻虾共作、泥鳅等特色种养殖。镇政府
还拿出20万元，对成方连片发展特色种养殖
的，每亩奖励100元。今年，全镇种植西兰花
1200亩、大蒜4000亩、圆葱1700亩、辣椒2000
亩、“兴屯”牌无公害香瓜3000亩、小龙虾
养殖面积1000亩、泥鳅400亩。

此外，依托3A级景区云泊湾湿地和士泽
湿地、现代农业示范园等载体，精心打造农
旅结合示范点，增加农耕文化、渔业体验和
科普教育活动等旅游项目，引领和带动发展
农业“新六产”。

据悉，金屯镇从2017年开始试点调整产
业结构，今年推广，明年将全面铺开。目
前，一些村的特色种养殖形成了规模，群众
在特色种养中尝到了甜头，每亩地收入提高
1000—4000元。规模化经营也为村民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单个
劳动力又有了新的增收机会。特别是不少精
准扶贫户既能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又能
在种养基地务工，通过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脱
贫。而农村新当家人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现代农业中视野进一步开阔，致富带富能力
明显提升。

服务群众惠民生

严抓“三公”聚人心

抓好党建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群

众。随着集体经济强村的不断增多、薄弱村
大大减少，空壳村全面脱壳。不少村更加重
视为民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方面获益多多。

后卢楼村建起了二层办公楼，修建了
6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通过了省级美丽乡
村单体示范村验收。前老屯、姜庄、姚坊、
朱庄等村的破旧老场所得以重建。贾楼投资
20多万元，新建起600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近3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和村级组织经营场
所，通过门面租赁持续增加集体收入。后老
屯、燕屯、前老屯等村群众吃水不要钱。一
些村为农户免费或优惠提供农机服务，还有
的对排灌站进行了维修，疏通桥、涵、闸、
沟、渠，提升农业生产保障能力。多村修葺
了下水道，搞好绿化亮化美化，村庄“颜
值”和宜居度越来越高。前老屯村村民梁秋
香感慨地说：“以前在外面一听俺村的名
儿，准是孬话，现在村里路修好了，还新建
了大广场，里里外外变化不小，我们也能在
外面扬眉吐气了！”

除了惠民生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金屯
镇党委强化基层党建的最后一步还是放在严
规定、抓“三公”方面。除了扎实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切实把“三会一课”、
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等基本制度落实好外，健全党员考评机制，
每月亮化记分，及时公布考评结果。进一步
做好村级党务、村务及财务公开工作机制建
设，高标准制作了“三务公开”公示栏，形
成了“三务公开”规范运作的长效机制，为
村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此外，金屯镇创新推行了村级办公用品
集中采购制度等行之有效的做法，降低村级
20%以上的办公运行成本。定期督查检查各
类活动开展情况，活动越是丰富多彩，党员
越能得到锻炼，党组织“人气”也越来越
旺，向心力、吸引力持续增强。

现在各村水利设施有人主动看管、群众
上街义务打扫卫生、帮助邻里接送学生、热
心村民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愿意向组织靠
拢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去年至
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孟飞飞、张东
亚等22名乡土人才被纳入了村级后备力量培
养计划。

实施“六步”工作法以来，金屯镇各级
党组织在群众心目中威信大幅提升，日益成
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
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

□记者 姜国乐 张誉耀
通讯员 赵世一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日，随着省土地储备中心3亿元的省

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拨付到邹城市财政局账户，邹城
千泉街道办事处南关居委会两孟片区700余户居民的拆迁
摆上议事日程，标志着邹城乡村振兴的重头戏拉开了帷幕。

记者了解到，打造全省乡村振兴新标地，是邹城市委
市政府的兴市之策、富民之策，被列入全市“三重”工作
范围，确定了农业、工业齐头振兴，城市乡村融合发展的
指导思想。在抓好山区镇“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把
“城中村”“城边村”纳入乡村振兴的工作盘子，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而千泉街道办事处南关居委会是邹城市最早“农
转非”的八个城区居委会之一，由于项目建设大量土地被市
里征收，辖区内又没有效益好的企业，村居的发展空间受到
了限制，逐渐沦为“城边村”，与其辖区内全国闻名的“两孟”
景区很不协调。虽然该村居班子强、措施硬，在短短几个月
内便对500余户居民的房屋进行了拆除，但由于资金链断
裂，造成整体拆迁、搬迁工作的停滞。

了解这一实际情况后，邹城市国土资源部门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及时向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和省国土资源厅及省
土地储备中心专程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省土地储备中心
领导第一时间带领处室工作人员赴邹城实地勘察，现场调
研，将邹城市千泉街道南关居委会两孟片区纳入省级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使用范围。

而针对项目建设用地这一“卡脖子”难题，邹城市委
市政府积极与省内具有土地储备功能的龙头企业山东省土
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意向协议，
围绕如何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就土地
开发整理、土地储备等业务进行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为全省的乡村振兴提供邹城样板。目前，
双方合作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规划已通过设计规划论
证，近期将付诸实施。一期项目规划面积31673亩，投资
19705万元，预计可实现补充耕地指标5934 . 49亩。

嘉祥县金屯镇：

“六步”破解基层党建“三缺”难题

“铁牛”代耕牛 黄土变粮仓

王印才的农机情结

邹城3亿元省级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资金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孟一 报道
12月14日，王印才（右）父子俩正在合作社给“铁牛们”作冬季保养。

□蔚海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张官屯村

“两委”把“倾心帮扶 济困助贫”的锦旗，送到了济宁
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

张官屯村是该中心班子成员的联系点、党员干部的联
建村。为帮助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短缺等问题，中心
领导积极与济宁市财政等相关部门对接，为该村协调“美丽
乡村”帮扶资金，用于村级服务中心建设和水利设施建设；
帮助修建了村文化广场，协调济宁市体育局等部门，提供了
健身器材，并邀请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去该村义诊；协
调任城区水利局争取资金10万元为村民打了一口标准水质
吃水井；协调济宁市、任城区两级民政部门，争取养老助弱
资金20万元，修建了日间照料中心……一系列帮扶措施极
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济宁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

倾心解决

联建村资金短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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