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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我们认为，湘潭县梅林桥美
丽乡村示范片涉农资金整合的探索实践，始
终遵循科学规律、坚持规划引领、突出市场
主体、注重实绩实效，走的是优化制度环境、
打破利益限制、突破隐性壁垒、激发发展活
力的“大统筹”新路子，基本做到了“做法可

持续、 成效可示
范、经验可复制”。

下面是对三个问题的具体认识：
1、“学不学” 的问题。 涉农部门职能分

割、政出多门，涉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益不
高， 是影响我省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特别是在经济减速换挡、财政收入放缓的当
前时期，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环境保护、民
生改善的资金缺口巨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更为凸显。 目前我省推进的 51 个贫困
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以高标准农
田为平台整合涉农资金试点以及国家在南
县开展的涉农资金整合优化试点，从多层次
多形式开展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存在
现实困难。湘潭县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的
涉农资金整合实践，注重实事求是、蹄疾步
稳、积极审慎，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对
全省其他县市区也具有示范作用和样板价
值。

2、“学什么”的问题。 涉农资金整合，重
在“整合”，难在“整合”，但做好“整合”，必须
跳出“整合”，从更高层次、更大格局、更远谋
划着眼推进“整合”落地。湘潭县梅林桥美丽
乡村示范片的成功有三个关键： 一是用好

“一把手”指挥棒。 县委书记县长带头谋划、
带头推进、带头协调，靠前指挥的旗帜插到
哪里，项目资金就整合到哪里。二是做好“一
盘棋”大统筹。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实行规
划、政策、资源等协同推进，特别是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转移接续、区域环境治理和民生
改善等重点领域，步调一致、联动共进。三是

建好“一条龙”生态链。充分发挥财政引导作
用，有效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建立良性共
生的生态系统，实现价值共融、资源共创、利
益共享、发展共赢。做到这三点，财政涉农资
金整合自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3、“怎么学”的问题。湘潭县梅林桥美丽
乡村示范片为县级涉农资金整合提供了重
要参照，但其改革实践又具有特殊因素和实
际“县情”。 其他县市区要学好、学会、学精，
必须做到三点：一是拓展视野、提升格局。一
方面， 资金整合不仅仅是财政一家的事，更
是当地政府推进改革、 优化治理的抓手，盘
活资源、做强经济的钥匙；另一方面，财政要
摆正位置，既要做到钱随事走、精打细算，又
要用好杠杆、造血生津，还要拧紧“螺丝”、建
好“栅栏”。二是因地制宜、借鉴创新。在整合
资金的过程中，做到明实情、重实绩、求实
效，既要消除“不敢整”、“不会整”的顾虑，也
要避免“为整合而整合”，戒除“浮肿病”和

“急躁症”。虽然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的改
革并未打通专项大类、改变资金性质、做到

“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但走的确实是一条
适合其自身实际和需求的路子。三是瞄准痛
点、破立并举。改革之途无捷径，必须着力消
除体制机制的束缚障碍、产业发展的路径依
赖、资金整合的利益牵绊，瞄准自身发展的
主症结，唱好区域发展的重头戏，实现资源
要素的大循环。

（调研组成员：张利武、余健来、刘正清、
陈富珍、张宇蕊、李炜玮；执笔：张宇蕊）

整合涉农资金 建设美丽乡村
———关于湘潭县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的调研报告

省财政厅调研组

4 月初， 我们赴湘潭县梅林桥美
丽乡村示范片调研整合涉农资金建
设美丽乡村相关工作。 调研中，我们
发现，湘潭县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
通过整合涉农资金，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三大布局，汇聚政府、市场、群众
三大力量，打造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撑
点、产业融合的连接点、城乡一体的
交汇点、现代农业的展示区、山水田
园的综合体，具有明显的示范效果和
推广价值。

湘潭县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集中了我
省特色县域经济强县“五个三”工程、现代农
业综合产业园、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试点、美
丽乡村示范片建设等重大政策和项目资金。3
年来，依托产业平台和政策项目，积极推进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产生了
十分明显的内部效果和外部效应。

1、放大了财政杠杆效应。 湘潭县梅林桥
美丽乡村示范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
动效应， 整合实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
业园区试点、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高标
准农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城乡统筹示范、
清洁能源等项目资金 1.2 亿元， 带动群众筹
资筹劳、社会资本 4.2 亿元，促进了社会资源
向农业农村配置， 发挥了资金聚集效应和倍
乘效益。 3 年共完成紫荆河生态改造 5.2 公
里，建设自行车游道 8 公里；平整高标准农田
9000 亩，新修渠道 15 公里；拓宽村级主干道
10 公里，硬化村组公路 23 公里，完成“三边
绿化”20 公里，改造危桥 6 座；安装太阳能路
灯 350 盏，极大改善了示范片基础设施和整
体面貌。

2、彰显了发展综合效益。 湘潭县梅林桥
美丽乡村示范片不仅是涉农资金整合的典
范，也是美丽乡村示范区建设的样板。 3 年来
集中打造旅游休闲首选区、产业融合示范区、
城乡统筹样板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凸显。 一是产业得发展。 立足“特色农业
+ 乡村旅游”，先后引进培育梅林山庄等 4 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发展 13 个专业合
作社， 延伸对接天易经开区农产品精深加工
园， 推动示范片由粮猪型传统农业向生态农
业、休闲农业、精细农业转变，打造形成“春看
油菜、夏赏荷花、秋摘葡果、冬观梅林、四季时
蔬”的发展格局。 二是农民得实惠。 土地流转
带来的收益、项目落地带来的就业机会、旅游
人气带来的商机，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片
区内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带动
村民就地就业 2000 余人， 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1.1 万元增加到 2.1 万元，大幅高于全
县平均水平。三是环境得改善。示范片内因势
因地改善基础设施，依山傍水美化村容村貌，
村级活动中心、医疗点、学校、敬老院、农贸市
场、文化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日臻
完善，村民就医、就学、休闲、购物条件明显改
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
水田园画卷逐步成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明显提升。

3、提升了现代治理能力。 湘潭县梅林桥
美丽乡村示范片以美丽乡村为平台整合涉农
资金以来， 支农投入理念和治理方式发生显
著变化。一是协同发展的格局初步成型。政府
和市场、政府和群众两大关系得到妥善处理，
该扮演什么角色就扮演什么角色， 该担当什
么责任就担当什么责任，形成了角色鲜明、优
势互补、治理优化、发展协同的良好格局，财
政直接投入为主的方式逐步向引导性投入、
激励性投入、补助性投入转变。二是政府职能
得到优化。涉农部门由各显身手、分散出击变
成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涉农资金由各自为
政、分散使用变成了统筹协调、集中投入。 三
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提高。 通过规划先
行，专家论证，项目立项和决策更加科学；广
泛采用项目公示制、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
监理制、验收考核制，工程项目实施管理更加
严格；普遍实行专账制、集中支付制，资金管
理机制更加健全规范； 通过实行立体监督和
绩效评价，提高了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
和高效性。

一、主要成效———
引来源头活水，浇出“三农”硕果

涉农资金整合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离
不开领导重视、规划引导、部门合力、市场给
力、群众助力。 只有整合了思想、力量、资源，
资金整合才能落到实处，才能谋事、干事、成
事。 湘潭县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的做法具
有典型意义：一是领导高位推动，实行“一张
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本账”统筹、“一
把尺”衡量；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处理好市场
“做蛋糕”、政府“分蛋糕”和群众“吃蛋糕”的
关系；三是整合实事求是，做到时间上无缝对
接、空间上有机拼盘、资金上协调投入，不垒
大堆、不造盆景、不做虚功。 具体做法如下：

1、立足“三高”，领导有力。 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是保障涉农资金整合有序推进的发
展之本。 一是高规格。 成立了由县长任指挥
长，分管农业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县农业局局长、镇党委书记任副指挥长的梅
林桥美丽乡村建设指挥部，从相关单位抽调
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协调。二是高要求。
建立会商制、决策制、通报制，有效发挥部门
职能、资源、信息优势；建立目标责任制和绩
效问责制，形成职责明确、统分结合、协调配

合、良性互动的整合工作机制。三是高频度。
每月召开由主管副县长召集、县直相关部门
参加的工作通报会议，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
况，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 每季召开由县长
主持的县长办公会议，由指挥部梳理阶段性
总结和计划，列明项目建设清单。

2、瞄准“三区”，规划先行。 规划就是指
南针。 始终坚持规划先行，是科学引领涉农
资金整合的立足之基。 按照“田园美、村庄
美、生活美”的总体要求，瞄准旅游休闲首选
区、产业融合示范区、城乡统筹样板区“三
区”定位，坚持不大兴土木、不大拆大建、不
大征大迁“三不”原则，突出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四大重点，高起
点、高标准编制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总体
规划以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道路交通等
10 个子规划，做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循
序渐进、重点突破，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县
发改、国土、交通、能源、水利、林业、农业、农
开等相关单位打破行业界限、 部门壁垒，以
规划引领项目，以项目整合资金，以“填空补
缺、无缝对接”的形式相应调整项目建设计
划和资金安排盘子。

3、围绕“三定”，做实整合。 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资金整合模式，从“各吹各的号、各唱
各的调”向“各炒一盘菜，同做一桌席”转变，

拢五指握成拳，聚碎银办大事。 一是来源渠
道确定。 不改变项目资金的来源渠道，各部
门按照“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根据
片区总体规划， 积极对口争取项目资金，做
到“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
放水”，将资金集中投放到示范片区。二是性
质用途确定。 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管理要
求，不改变项目资金的性质和用途，不改变
项目申报时的建设内容，确保专款专用。 三
是主体责任确定。明确项目实施主体仍为各
主管职能部门， 在指挥部的统筹协调下，组
织完成各自的项目建设任务，并负责项目质
量监督、技术标准、进度控制和竣工验收。

4、做好“三精”，筑巢引凤。 现代农业和
美丽乡村建设， 不能沿袭政府单兵突进、财
政直接投入的老路。 政府搭舞台，市场唱主
角，财政巧开渠，引来源头活水，浇灌“大三
农”，是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的典型经验。
一是精准定位。 综合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
明确“都市后花园、生态新梅林”的发展定
位，要求农开、交通等涉农资金向项目靠齐
聚拢，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投资休闲旅
游产业。目前梅林山庄生态农业度假村项目
完成前期投入 3 亿元，流转土地 1286 亩。二
是精确招商。 坚持问题导向，在问题中发掘
商机、在商机中策划项目、在项目中酝酿发

展，提高了招商项目的针对性、实用性。如以
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示范资金 120 万元为
引导， 引进梅林村经济能人投资 3000 万
元，建设标准化农贸市场及配套设施，每年
为该村带来 4 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并彻底
解决了交通拥堵及脏乱差问题，实现了多方
共赢。三是精致服务。完善用地服务，成立梅
林桥土地流转中心， 改革土地流转模式，开
展农村土地股份制合作试点； 支持金融服
务，组建美丽乡村建设融资平台，推行信用
担保、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和土地参股等
方式；优化政务服务，在项目立项、审批等方
面出台优惠政策， 实行全程代办项目审批，
减免相关税费，共吸引 100 多名在外务工人
员返乡创业。

5、突出“三自”，广泛动员。 群众是整合
涉农资金、建设美丽乡村最大的实施主体和
受益主体。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管理过程
中，突出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让“美丽家
园、共建共享”成为全体村民的广泛共识和
自觉行动。一是美丽家园自己建设。对“一家
一户不愿做、一村一组做不起”的公共事务
由政府承担，对投入少、门槛低、受益范围明
确的准公共领域鼓励村民参与。通过宣传发
动、引导示范、现身说法，充分激发村民参与
家园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在农田水利建设、
民居改造、村道硬化等方面，村民自筹资金
2000 多万元， 年人均筹劳在 10 个工日以
上。 二是村级事务自主决策。 建立“政府引
导、专家论证、民主议事”的决策程序，使广
大村民从过去“要我干”变成了现在的“我要
干”，从办“公家事”变成了办“自己事”。如梅
林大桥改造工程，原计划投资 50 万元，工期
半年。村委会按“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民主
决策时，当地具备专业资质的村民自告奋勇
承接项目，并捐资 5 万元。 经过合法合规的
审批程序，在村民主理财与质监小组的监督
下，该项目最后投入 20 万元，一个多月时间
竣工通车，既保证了质量，又节省了时间和
成本，赢得群众高度评价。 三是矛盾纠纷自
行调解。 创造性地建立“土地自调、矛盾自
解、青苗自补”的“三自”机制，即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如要占用农地、毁坏青苗，或有权属
争议、有矛盾纠纷，都由村组自行协调解决，
基本实现了矛盾不出村、不上交。

三、几点认识———
走出“大统筹”新路子，实现资源要素大循环

二、基本做法———
“高位推动，顶层设计，聚力整合”

梅林桥
美丽乡村示
范片紫荆河
岸绿水美。
谭学文 摄

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油菜花基地。
朱强 摄

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湘莲基地及游道。 谭学文 摄

梅林桥美丽乡村示范片现代农业基地。 谭学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