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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南县成
立以县长任组长，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涉农
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南县涉农资
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涉农资金整合办），县财
政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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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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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整合办主任、县财
政局局长彭应明说。

同年 9 月，该县聘请省
农科院专家编写了《南县涉
农资金整合使用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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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县
财政局副局长叶大军说，涉农资金整合的
目的就是要构建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
改善和农村生态保护三大平台，按规划确
认项目和安排资金，要坚持根据项目库中
的信息制订初步规划；根据搜集的实际情
况，修正以前的初规；要组织相关人员到
项目区实地论证；要以修正后的规划为依
据，到项目区严格组织实施。 在此基础上，
南县创建了“三点一体”的支农新模式，即
保证重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亮点
（新农村示范区打造）、找准切点（“四跟四
走”扶贫产业发展），畅通涉农规划的实施
渠道，确保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民
生支出。

“高位推动、顶层设计之后，重点就在
聚力整合。 ”彭应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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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设置涉
农整合专门机构，组建服务“三农”专业队
伍。 成立南县涉农资金整合办，县财政局
局长任办公室主任。 从国土、水务、农业、
交通等部门抽调了 5 位技术骨干到涉农
资金整合办，参与方案、规划和各类管理
办法的制定，负责项目的质量督查、资金
审核、全程监控、信息搜集与反馈、协调沟
通和宣传推广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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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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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时，要明确主体责任，县农开办主任宋佳
说，县农开办一直是县现代农业建设的主
力军，多次获得省、市、县表彰，南县将整
合后的所有项目交由县农开办统一组织
实施。 资金整合以后，农开办对类似项目
工程从扩初设计开始到后期管护全程实
行同一标准，确保工程质量和后期管护到
位，延长工程使用时效，发挥建成项目的
最大效益。

麻河口镇位于南县城西，之前系洪水调蓄
区域，是各类项目资金进入的禁区，基础设施
十分落后，因此被确定为涉农整合项目重点建
设区域。

“村里主要抗旱排渍渠道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修建的，排灌能力很差，根本满足不
了农田耕作的需要。 ”该镇九百弓村原村支书
刘和平说， 全村水系贯通需要一笔不小的资
金，想要搞这么大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

2016 年南县整合农业综合开发等 12 项
涉农资金 1.12 亿元，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
围绕“田、土、水、路、林”五要素，结合扶贫产业
发展、农村生态保护等，集中投入到麻河口镇
12个行政村。 新建衬砌渠道 115公里、人行桥
等小型渠系建筑 1214处、泵站 7 座；疏浚渠道
88 公里；硬化道路 81 公里；铺设砂石路 5 公
里；造林 1000 亩；引进推广优质稻 8000 亩；
养鱼灭螺 280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3.2万亩。

宋佳说，此次项目建设把全村的主要水道
进行了疏浚， 二级渠道和田间渠道进行了硬

化，排灌站进行了改造升级，机耕路水泥路全
线贯通，完全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
需要。项目建成后，粮食亩产增长 112公斤，棉
花亩产增长 42公斤， 油料亩产增长 28 公斤；
人均年收入增加 1133.58元。

九百弓村十组村民刘国才感慨地说：“盼
望这样的好事好多年了，政府能不能再给我们
村多投入一些！ ”

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2017年
8 月， 南县整合粮食田间工程等 16 项涉农资
金 2.98 亿元，投入到
创新区、麻河口镇、
茅草街镇和 47 个
贫困村，加强三
大平台建设。
麻河口镇再
次投入资
金 1.1亿
元，除了
以农田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要大力扶持“稻虾共
生”和绿色蔬菜等产业发展。

麻河口镇党委书记刘渐恒说，涉农资金整
合后，镇党委、镇政府不要再到处“跑项目”，基
层政府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发展，目
前，该镇“稻虾共生”和绿色蔬菜已见规模。

近日， 笔者围绕南
县涉农资金整合方面的
相关问题， 与南县财政
局局长、 县涉农资金整
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彭应明进行了交
谈。

问： 涉农资金整合
是政府部门“刀刃向内”
的自我革命。 为什么这
样说呢？

彭应明： 首先是各
涉农部门利益被分割。
现有被整合的资金大部
分是各部门从不同渠道
争取来的， 各部门不可
能争到一个项目还要倒
贴老本吧？ 其次是动了
原来项目受益单位的

“蛋糕”。 之前，资金分配
大都是按“撒胡椒面”的
方式安排到 12 个乡镇，
资金整合后，集中投入，
项目没有覆盖到的单位
也有微词。 其三，在我们
自己， 专款统筹使用会
被问责吗？ 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政策会不会有“挪
用”之嫌？

问： 南县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
具体方法是什么？

彭应明： 解决这三大问题正是
破解涉农资金整合瓶颈的金钥匙。
首先，我们高位推进，成立以县长任
组长，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 该
小组负责规划编制、项目申报会审、
检查指导、绩效考评、统计总结等，
并建立联席会议制、 会商制、 通报
制；县整合办负责督促落实、信息搜
集与反馈、协调沟通和档案管理等；
县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统筹和监管；
发改部门负责项目申报审批； 农开
办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其他部门负
责子规划编制、 项目申报以及整合
后的项目管理等工作。

至于会不会认为“挪用”，我想
只要我们不违背涉农资金用于涉农
领域的原则， 创新工作思路不会有
原则问题，毕竟整合工作是否成功，
要由老百姓说了算。

问：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彭应明：我们先后制定了《南县

涉农资金整合优化试点方案》《南县
涉农项目整合资金管理办法》 等一
系列办法和措施。 通过本级预算编
制环节归并整合和上级涉农项目资
金合并整合的方式， 对发改等 9 个
单位主管的 26 项涉农资金以及通
过金融信贷等筹集的涉农资金等进
行统筹整合。

问： 怎么保证涉农资金整合后
产生 1+1>2 的效应呢？

彭应明： 当然不能再“撒胡椒
面”，我们按照“保证重点、培育亮
点、找准切点、整体推进”的原则，集
中投入全县 47个贫困村、 创新区、
麻河口镇和茅草街镇， 用于农业生
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生态保
护三大平台建设。

问： 涉农资金整合还有其他正
面效应吗？

彭应明：当然，对政治生态的建
设都有积极作用，以前“撒胡椒面”，
各乡镇难免为项目请吃喝， 甚至可
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现在乡镇没
有这些项目压力， 有利于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 更能让乡镇主要
精力抓其他工作建设， 提高了整个
政府部门的工作效能。 （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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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涉农资金 建设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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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重点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创新区是县城近郊区，一直是重点建设区
域，各项设施都优于其他乡镇。 根据其地理位
置和目前发展状况，这里是南县整合资金的培
育亮点，资金重点投入生态、道路、产业扶持等
方面。

12月 18日， 该区班嘴村华南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 屋外寒气袭人，屋内春意盎然，这里
是涉农资金整合重点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敞亮的大棚中全部是自动化管理。

“创新区称得上我们南县这颗‘洞庭明珠’
上最璀璨的光芒。 ”创新区委书记秦琴介绍，这
里有南山村绿色蔬菜基地 800 亩、稻虾共生基
地 1000 亩； 班咀村稻油生态基地 500 亩、稻
虾共生基地 1700 亩。 这里有远近闻名的乡村
旅游景点罗文村，该村以“花海”和“涂鸦”享誉
省内外。 和滨生态龟鳖养殖园位于罗文村，与

罗文花海紧邻，南县投入资金 5700 万元，加强
罗文花海和生态龟鳖养殖园建设，借助罗文花
海的观光旅游优势，打造农旅结合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南县对罗文村整
合涉农资金 1000 多万元投入建设， 撬动了社
会资本 5000多万元。彭应明称，涉农资金整合
始终遵循科学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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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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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鼓励土地流转、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或多户
合建等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发展，加强自身造血
功能，增加农民收益。

南山村赵支书、班咀村曹支书说：“村民们

非常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只要县里扶持我
们，土地流转和土地入股都没有问题。 ”

“游得了湖、亲得了水、记得住乡愁”的水
乡画卷逐步成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
提升。 创新区的打造将成为南县“三农”建设的
示范工程，并以此为模板向全县推广，引领全
县农业农村发展新潮流。

培育亮点 打造宜居宜业新农村

胡建根 叶大军 刘懿波 柏威 宋珊珊

“一直惊诧南县农村这几年的改变，现在才知
道涉农资金整合原来是其中最大的推手。 ”12 月
20 日，南县麻河口镇九百弓村口，长期在外工作
偶尔回乡的李俊站在村边公路深有感触地说，他
的面前是“南县涉农资金整合优化试点”巨型广告
牌，牌后则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美丽乡村”画卷：平
整的耕地一望无际、敞亮的沟渠纵横交错、农田旁
的电子杀虫灯如同卫士，一行行整齐划一……

2016 年 3 月，南县被批准为全国三个（江苏

新沂、河南兰考、湖南南县）涉农资金整合优化试
点县之一。 该县通过整合涉农资金，统筹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布局，汇聚政府、市场、群众三大力
量，按照“三点一体”（保证重点、培育亮点、找准切
点、整体推进）的支农新模式，集中投入到创新区、
麻河口镇和 47 个贫困村， 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农
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生态保护三大平台建设， 打造
县域经济的支撑点、产业融合的连接点、城乡一体
的交会点、现代农业的展示区。涉农资金整合如同
引来的源头活水， 浇灌着这个全国唯一人工围筑
而成的湖区农业大县，“洞庭明珠”愈发光彩夺目！

2017 年 8 月， 南县小龙虾获中国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截至今年 10 月，南县稻虾产业
已突破产值 30 亿元，正朝百亿产值的目标努
力。

南县平湖水网湿地生态环境特征显著，发
展“稻虾共生”条件得天独厚。 这是人们在实践
中探索出的一种高效立体生态种养模式。

2016 年， 南县整合资金 5000 多万元，通
过对小龙虾养殖、加工、销售、出口为主的国家

级龙头企业———顺祥食品公司重点扶持，带动
其他龙虾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广大
农户从事“稻虾共生”产业，并采取“先建后
奖”、“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参加合作经营。 据统计，
养殖小龙虾亩增效益 4500 元， 每户纯利润将
达到 13500元。 通过“公司 +基地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从业农户平均每户每年增收近
1.2万元。

顺祥食品公司作为省级龙头加工企业，被
中国流通与加工协会授予“中国小龙虾养殖加
工研发中心”称号；而以基地养殖为基础的产
业链向上游延伸， 促进技术研发更加精细高
端。 产生的直接效果不仅使原材料种类、数量
和品质大幅增长和提升，而且直接推动下游产
业链发展，使上游企业研发的成果有了“英雄
用武之地”。 培育出了一大批精品名牌：“渔家
姑娘”系列食品；“溢香园”、“金之香”生态稻虾
米等。

一条以小龙虾为主体、“从田园到餐桌”的
农业全产业链已经形成，该产业成为南县农民
增收的聚宝盆、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极。

2017 年，投入涉农整合资金 7600 万元于
该县茅草街镇建设洞庭虾世界，包括洞庭龙虾
湾、风情龙虾街、稻虾国家农业园、洞庭虾市、
龙虾产业园、 洞庭虾镇等六大主题功能区，打
造稻虾百亿大产业。

同年，投入涉农整合资金 4000 万元，仍以
“公司 +基地 +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扶持全
县 47个贫困村“稻虾共生”。

彭应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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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县目前的成功首先是县委领导带
头谋划、带头推进、靠前指挥的旗帜插到哪里，
项目资金就整合到哪里。 同时做好大统筹“一
盘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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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 区域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
步调一致，要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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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准切点 小龙虾成就大产业

南县涉农资金整合创新区华南农
业项目———生态沟渠建设。

▲南县涉农资金整合创新区
华南农业项目———自动调温调湿
调光的玻璃大棚。

▲南县涉农资金整合创新区
华南农业项目———蔬菜种植区。

� ▲

南县涉农资金整合创新区
华南农业项目———自动喷灌区。

南县“洞庭之心”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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