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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 安徽亳州交通投资控

股集团坚持纪检监察与国企改革同

步谋划，构建“财务总监委派+共享

中心管控+纪检审计监督”一体化、

闭环式全链条监督体系，打造地方国

有企业在财务监督领域的新样板，

有力保障集团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2020年5月，亳州交控集团党

委率先在市属国有企业中启动组建

集团财务共享中心。2021年5月，

财务共享中心系统项目建成并投入

运行，实现了资金统一归集和高效

利用，加强了“柔性共享、精细管控、

业财一体”新模式的高度融合。为

了加强对所属子公司（事业部）经

济管理活动的监督，集团党委决定

向所属二级子公司（事业部）全面

委派财务总监，构建“财务共享中

心+委派财务总监”一体化财务运

营新模式。集团委派的财务总监

全程参与子公司（事业部）经营管

理、财务管理、成本管控、风险投

资、“三重一大”事项等活动的决策，

重点赋予财务总监在企业重大决

策、经营管理、财务风控等方面的参

与权、建议权、前置权和制止权，并

对子公司（事业部）在重大投资、资

金支付、债务重组、资产管理、产权

转让等事项实施联签。截至2021

年10月底，财务共享系统中用户数

量达1380人，上线公司24家，完成

会计凭证 20,786 笔，支付资金

8296笔，其中使用银企直联支付

7710笔，占比92.94%。

依托“财务总监委派+共享中

心管控+纪检审计监督”创新监管

模式，纪检和审计部门联手出击，深

入监督各子公司（事业部）生产经营

决策过程，发挥审计、财务、法律、风

控等部门联动优势，不仅能“找到问

题”，而且还能“开准药方”，形成监

督的强大合力和“动真格”的工作态

势。截至2021年10月底，通过对

所属子公司（事业部）日常巡察、廉

洁从业评价、审计监督等手段，开展

廉政谈话233人次，提醒谈话35人

次，通报批评58人次，针对发现问

题处理21人，为集团改革发展营造

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杨威风 华 铭）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 张 坤 肖 鲜 邓凤翔 孙明汉

初冬时节，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

重点县沅陵县，阡陌交织，田色如锦，

新型安置区点缀其中，勃发着盛世生

机。近年来，沅陵县按照“搬得出、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总要求，稳扎稳

打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后半

篇文章”，让搬迁群众端牢就业“金饭

碗”，握紧脱贫致富“金钥匙”，后续生

活“后顾无忧”。

重服务，确保搬迁群众
“搬得出、融得进”

穿行在全国“十三五”美丽搬迁安

置区——沅陵县太安社区，超市、银

行、幼儿园、垃圾转运站等不断闪现，

标准化篮球场的球网全新，各种健身

娱乐设施掩映在葱葱郁郁的草木中。

安置区的中央位置旁，是县城一

家大超市分店，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

员工们在招呼居民购物。该超市的员

工全是搬迁户，超市卖的货也都是惠

民价。

以安置区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

的太安幼儿园，自去年5月份开园以

来，学生数量从68名增长到250名，主

要以安置区为主，孩子们真正实现了

“家门口就学”，家家户户真正实现了

就近就学就医就业，减少了大笔生活

支出，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太安社区占地143亩，是目前湖

南省占地面积最大的安置区，共安置

1392户5331名贫困群众，搬迁人口全

省排名第二。要让搬出来的居民“搬

得出、融得进”，就要布局好配套设施，

解决后顾之忧。

“太安社区”寓意搬迁群众实现安

居乐业。近年来，社区充分利用安置

点周边土地，按照每户30平方米标

准，打造出一块块“微菜园”。通过狠

抓水、电、气、物业等过渡性优惠政策

落实，过渡期内统筹小区公产房租金

收入、政策资金，实行物业补贴，有效

降低搬迁群众生活成本。同时，在成

立管委会和居委会的基础上成立社区

党总支，将各安置楼划分为若干党建

网格，建立社区党建网格化分片包干

责任制，用心用情温暖社区居民的心。

稳就业，实现“家家有
就业，户户有增收”

明溪口镇黄秧坪集中安置点位于

央企国网凤滩水电厂的生活区，目前，

凤滩水电站、帮扶车间和社区合作社

共吸纳就业52人。

“顾家又就业，日子美而甜。”搬迁

户胡树英在电厂从事清洁工作，“每天

干半天活，每月也能拿到2000元钱工

资，闲时还能方便照顾老人。”2018年

底，胡树英由交通闭塞的半坡头村搬

到黄秧坪社区，谋得这份“铁饭碗”，如

今算是增收有门路，日子越过越带

劲。“现在再也不用看天吃饭，相比之

前山里种田，这份工作有保障多了！”

胡树英自豪地说。

黄秧坪集中安置点共安置易地搬

迁户57户199人。明溪口镇党委政府

按照“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总

要求，通过开展好劳务输出一批、企业

和合作社就业一批、旅游发展一批、岗

位扶持一批的“四个一批”工作，有力促

进了安置区搬迁群众就业增收致富。

“以前陪小孩读书要到镇上租房

住，现在住新房自己当房东，楼上宽心

居住，楼下灵活就业，每个月不仅能省

掉一大笔开支，还多出将近3000元收

入。”在沅陵县七甲坪镇集镇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扶贫车间工作的

张菊飞笑着说。

近年来，七甲坪镇按照就业帮扶

“六措施六促进”的思路，以落实就业

政策为主线，以强化就业服务为手段，

以帮助困难农户就业为重点，从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

手，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就业帮扶工

作，让搬迁群众端牢就业饭碗。

强产业，实现“造血式”
可持续发展

彻底拔穷根，急需产业来“造血”。

51岁的张丁福是沅陵县太安社区

著名的“种养大户”。今年，他一共承

包了50亩稻田、30亩高粱、30亩苦

荞、150亩油菜，年收入预计可达5万

多元。“接下来将依托太安现代产业

园，进一步扩大规模，在搞好种养的基

础上，发展乡村休闲农业，让更多的残

疾家庭在致富道路上有新盼头新目

标。”张丁福满怀信心地说。

作为湖南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区，太安社区将产业项目作为搬迁

群众致富的强力引擎，建设太安现代产

业园，全力打造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

扶产业区。据了解，该项目用地面积近

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6,946平方米，

核心区以太安社区周边为中心，包括综

合批发市场、太安社区周边道路及管

网、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等工程，以及完

善导览标识、环卫等相关配套设施。

官庄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在

国家3A级景区辰龙关景区内，一栋栋

新房矗立于茶园旁，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搬迁群众喜笑颜开：“田园变

公园、茶叶变‘金叶’、农民变股民。”

碣滩茶优势产业是当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湖南辰龙关碣滩

茶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4.1平方公里，

茶园面积1万亩，采取资源合股、农民

合作、社会合力、产村一体的“三合一

体”发展模式，是集茶文化旅游、养生、

休闲、观光、体验于一体的茶旅融合产

业园。2020年，产业园支付劳务工

资、土地流转金、产业分红共计189万

元，解决用工1.5万人次，其中贫困户

用工5000余人次，人均年增收7000

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

据了解，官庄镇现有茶园5万亩，

“碣滩毛贡”“碣滩干发”“碣滩银峰”

“碣滩湘瑞建”等知名茶叶生产企业数

十家，年产茶叶550吨，产值近1.5亿

元。下一步，官庄镇将以争创“全省特

色文旅小镇”为抓手，推进小镇转型发

展、创新发展、跨业发展；同时，以茶为

媒介，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帮

扶文章，实现茶旅融合创新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

市洪泽区围绕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统筹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改革，探索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

完善集体决策体系，妥善、稳步推进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目

前已累计排查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951.27亩，实现挂牌成交工

业用地7.3亩，为淮安市首宗农村

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项目。

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管理机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严格按规

划用途使用土地，同时将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纳入产业项目准入管理

制度。科学制定集体建设用地基准

地价，原则上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

价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并根据城乡

发展和市场状况适时调整。

建立土地开发利用和供后监管

机制。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利

用土地，土地出让后规划条件原则

上不得变更。严格土地闲置监管，

对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参照国有土

地有关规定进行处置，明确土地使

用权到期处置方式，经市政府批准，

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可由代表其所有

权的农村集体无偿收回。

建立统筹入市收益分配和使

用机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

用管理办法》，规范土地增值收益

管理和使用，建立集体内部收益分

配和集体提留制度，针对不同镇

（街道）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明确集

体预留资金的最低比例，以夯实集

体经济。

（倪洋军 宋 玥）

帮扶“接续有招”群众“后顾无忧”
——湖南沅陵县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见闻 江苏淮安洪泽区力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改革

探索建立入市管理、开发利用和供后监管、
收益分配和使用“三项机制”

安徽亳州交控集团打造地方国企财务监督新样板
构建“财务总监委派+共享中心管控+纪检

审计监督”监管新模式

山东滨州山东滨州：：打造沿黄蔬菜基地打造沿黄蔬菜基地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大力发展沿黄生态高效现代农业，引入龙头企业在黄河滩区流转土地，打造蔬菜基地，种植

黄瓜、西红柿、茄子等30多种蔬菜，助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图为滨州市中裕黄河岸蔬菜基地工作人员在管护蔬菜。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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