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村4.54平方公里

共812户

3350人

9个村民小组

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黎族村

中廖村名片

关键词 美丽乡村建设
中廖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强，关键在于建立了科学的村级治理

结构，在村党支部的领导和指导下，建立村级组织议事规则，让村
民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各项事务。

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
因无违法建筑而“走红”全
省，被冠以“无违建村”。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
然，怀疑是因为中廖村这块

“肉”不够肥，没有被不法商
家盯上。

“中廖村就在环岛高速
三亚迎宾互通的出口处，向南
不远就是市区，向北7公里就
是保亭的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向东则是海棠湾，可谓
是通衢之地。”中廖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泽良反驳
这种质疑，指着地图说道，5
年来找上门的商家不断。

不仅无违建，中廖村属
于无刑事案件、无群众上访
事件、无吸毒人员等“四无”
村庄。中廖村之所以能做
到这点，得益于一项探索。
即探索在村党支部领导下
建立科学的村民自治体系。

农村稳不稳、农民富不
富，关键要看基层组织强不
强。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农
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指
出，要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
领导核心地位，推进基层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要健全村
务监督机制，推进基层民主
管理、促进乡村治理法治化。

今年8月，中廖村在三亚
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在全省
率先制定了规范、全面的村民
自治章程，理顺了各村级组织
之间的关系及各自职责，细化
了“四议两公开”。专家表示,
中廖村的探索，是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加强村民自治能力的
一个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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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亚迎宾互通下环岛高速，驶
上G224国道向保亭方向两三分钟的
车程就到了中廖村。进村，蜿蜒的村
道，大榕树、三角梅、水塘和绿树环绕
的小屋，令人陶醉。这个总面积为
4.54 平方公里的行政村，共 812 户、
3350人、9个村民小组，是有着悠久历
史的黎族村。

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淳厚的人文历史，在三亚旅游业
和房地产业发展浪潮中，中廖村的土
地也一直被许多开发商“青睐”。

“从2009年开始，就有企业老板
找上门来谈合作。”林泽良，1997年进
入村“两委”班子后，就一直担任村干
部，2010年至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他告诉记者，“有些老板表
示要‘买’村里田地盖房子，有些则是

‘租地’盖房子。”
“这些商人先在村里物色土地，然

后找承包的农户谈，再来村委会。”林
泽良说，“不少商家给农户的好处很诱
人，部分农民经不住诱惑也同意了。
但是，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
包权，搞开发就需要经过村“两委”班
子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

由于根据三亚市规划，中廖村没
有建设用地，也没有规划开发地产项
目，所以商家以开发地产项目来村里
谈土地“买卖”时，一般都在村“两委”
会议上就被否决。被否决后，不少非
法商家还宣扬中廖村干部不带动村民
发家致富。面对质疑，中廖村干部们
却并未有所动。

林泽良说：“这种非法的开发，获
利的只是村里少数人，但是由于破坏

了整村的规划，却让大多数人受损，即
使‘两委’会议不否决，村民代表大会
也会否决，到那时村干部就会被怀疑
不作为或者拿了‘好处’。其次，这种
开发属于违法，总有东窗事发的时候，
后果谁也无法承担。”

有一次，一家企业以农业开发的
形式，与中廖村谈合作，租地100亩。
当时，村里对于农业开发持支持态度，
涉及承包的农户、村小组均已同意，初
拟合同也在村“两委”会议通过，并在
全村进行了公示，没有收到反对意
见。然后，就在签署合同时，企业却以
给工人盖房居住为由，要在100亩土地
上建数栋高楼。

土地只限农业开发，可以盖临时
建筑给工人居住，但是盖楼房肯定不
行，最初的合同也没谈到盖楼房。村

干部拒绝在合同上签字。而开发商不
同意，执意要盖楼房。此时，不少村民
获知消息，表示不能盖房，否则会向市
有关部门举报。

针对村民建房，村“两委”干部也
引导走正常报建程序，对于符合条件
或需建房的村民都要求必须报建。全
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及时公
布村民建房报建程序，落实好公示制
度，接受群众监督。

林泽良认为，中廖村之所以没有
违建，既有党员干部模范带头，8名“两
委”班子成员居住的房子都是2层以
下，面积都不超标，没有“加盖”等违建
行为；同时，也有村民集体意识增强的
作用，让少数人放弃了短暂的“利
益”。“抵住‘诱惑’不仅靠个人，还要靠
集体。”

中廖村抵制“诱惑”，实现无违建村，
关键在于有着较强的基层组织。“村‘两
委’班子组织能力强，办事规范，有公信
力。村‘两委’没有通过的项目，老百姓都
能够理解、支持。”中廖村村民高文才说。

其实，进入新世纪，随着农村变革加
快，基层组织面对的群众、面临的问题、
承担的任务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
新的考验，打造一支战斗力强、凝聚力高
的基层组织尤为重要，但也并不容易。

特别是，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扶
持力度，一些基层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2014年，我省对扶贫资金中的生产发
展资金和项目管理费进行专项审计，就
发现贫困户领取的物资不足30%，部分

村“两委”干部私用分配权，谋取扶贫物
资占到30%以上，甚至有个别村干部一
人就领取了全村34%的扶贫物资。

“在部分农村地区贪腐的背后，是
农村政治生态的破坏。”海南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杨柳表示，有的
是金钱影响甚至操纵选举与村庄治
理；有的是宗族势力坐大，干扰村治；
有的村干部违法违纪，欺压百姓；村级
事务决策及财务制度等要么无章可
循、要么有章不循。

20世纪80年代，我国推行村民自
治，是在民主、平等的取向下建构的农
村基层治理制度。三十多年的实践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一项空

前的民主政治实验，村民自治在实施
过程中受到了具体、复杂的农村治理
环境影响，出现了种种实际运作与理
想制度偏离的现象。”浙江师范大学教
授卢福营表示。

今年以来，从海南省廉政网公布
的案件就可窥出一二。部分村庄没有
实行村务公开，财务支出由村委会主
任直接签批，不实行民主理财，财务不
公开，不接受村民监督，财务管理混
乱。有专家坦言，种种的腐败和不规
范操作，让农村基层组织公信力不强。

10月12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基层
党建工作会议就指出，比照中央、比照
先进省份，我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一些村党组
织软弱涣散，有组织没力量，说话没人
听，办事没人跟；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
正，漠视群众，甚至违纪违法，出现“小
官巨贪”现象。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
挥出来，势必影响我省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
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亚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中廖村
基层组织凝聚力强，关键就在于建立了科
学的村级治理结构，逐步实现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村党支部的领导
和指导下，建立村级组织议事规则，让村
民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各项事务。”

9月29日，中廖村委会委员卢明
拿出了两本黄皮本子。“这是村两委班
子联席会议记录簿，村两委会议以及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的事项都要一一记
录，需要投票表决的，特别是财务支出
等村民关注的事项，投赞同票的代表
均要签字。”卢明告诉记者。

记录簿记录了村民参与村务讨论
决策，也记录了中廖村级组织议事规
则的规范性。在会议记录簿上记者看
到今年5月19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
记录，这次会议应到人数63人，实到人
数58人，讨论了7项财务支出。

“第一项就是谈论抗旱购买水
泵。今年上半年三亚大旱，中廖村农
作物也因缺水而受灾，会上就讨论给
每个村小组购买一个水泵。最后，经
过村民讨论，同意给8个村小组购买水
泵，朝南村小组因为没有种田无需购
买，经费共计4.45万元。”卢明说，由于

是村民共同讨论的结果，朝南村小组
村民也没有觉得亏了有意见，村里也
因此节约了一台水泵的开支。

此外，那次会议讨论的村委会大
楼电费、“三月三”传统节日活动误餐
费、购买彩色打印机等费用支出也获
得了通过。参加会议的58名代表均签
上自己的名字。

“过去，村里议事规则不规范，让
很多村民有误解。”林泽良说，村与村
之间的经济水平不一样，附近有些村
在一些节庆时组织出游等活动，而中
廖村集体经济较弱，安排不了，村民就
会因攀比而有意见。“而一些村集体资
金支出也存在不规范，也会降低‘两
委’的公信力，遇到事情，没人听。”

而现在，中廖村将村务透明化、公
开化，支出经费在2000元到3000元
的需要村“两委”开会通过、支出经费
在3000元以上的需要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并且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
在村委会公示栏中公布财务支出情
况。“化解了误解，增强了村‘两委’的
公信力。”林泽良说。

“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主
要原因就是财务使用与管理制度、集
体经济管理与收益制度、村级组织办
事决策制度等，要么无章可循，要么有
章不循。”杨柳认为，中廖村级组织之
所以较强，就与其规范财务使用与管
理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一批民生问题也逐渐得到
解决。三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淑贞
介绍，中廖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带领村委会
等村级组织，先后修建了各村小组文
化室、农家书屋，丰富了村民精神生
活；全村道路实现硬化，并在村道两旁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
村民全部喝上了自来水。

2014年6月，中廖村又成立了便
民服务站，设置了社会保障、计划生
育、民政救助、综合业务等窗口，每个
窗口都有村“两委”干部轮流坐班，办
事流程图和管理制度也全部公示。村
民不出村就能办理相关手续，让村民
减少办事成本，“少跑一趟路、少进一
个门、少走一道程序”。

“这可以为村民提供计生、民政
等便民服务。碰到村里没办法代办
的事项，村干部也会跟村民说清楚办
事流程和需要的材料，或者帮着群众
一起办理。”村委会主任助理黎慧爽
说。

杨柳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更多的不是学习型、不是创新型，而是
服务型，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重
要内容，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同时，依
法治村、依规治村；增加农民群众自我
管理的机会和空间。

8月18日16时30分，中廖村第七届村
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廖村村民建设美
好家园自治章程》（以下简称《中廖村自治章
程》），让中廖村自治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不
仅是三亚第一个规范、全面的村民自治章程，
也是在全省率先进行的探索。

《中廖村自治章程》分为五章，详细规定
了村民委员会议事规则、村民代表会议议事
规则、村务监督委员会议事规则，创建“无违
建村”、“生态环境保护”、“卫生保洁”等三个
村规民约以及村务公开。

“《中廖村自治章程》的制定尤其强调村
党支部是村级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三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苗延红表示，章程的
出台，健全了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村民自治机
制，它明确村党支部是村级组织和各项工作
的领导核心；村民委员会是村级自治事务的
执行机构，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负责执行村
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村务监督委员
会则是负责监督村务公开的执行情况，成员
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代表中推
选产生；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级事务，接
受村党支部领导。

《中廖村自治章程》还对“四议两公开”进
行了细化，以后在这个3000多人的村子里，
村干部做得好不好，村民们拿这把“尺子”量
一量就知道。

“这几年村务公开逐渐实现，但对于公开
哪些内容，什么时候公开，没有明文规定。”中
和村小组的村民代表李俊海说，这次章程针
对这些“模糊地方”进行了详细规范。

高文才接过话茬说，“有了章程，村干部
的办事行为有依据，村民形式监督权也有依
据。村干部做得好不好，一目了然，要是做得
不好，下届选举大家就不会支持了。”

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
民主自治的基本形式。“章程详细规定了村民
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例如，有五分之一以上
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及时召集村民代表会
议，碰到争议性事项，村民代表就可以推动召
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高文才说。

“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村
庄建设规划和公共实施建设项目的确定，宅
基地使用方案等也必须提请村民代表大会讨
论决定后方可实施。”林泽良说，而这也就是
中廖村实现“无违建”的村级制度。

杨柳评价道，民主选举解决了有人办事
的问题，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有钱办事的问
题，中廖村根据现实情况制定的自治章程解
决了有章办事的问题。“这一章程是对村民自
治的有益探索。自治章程的制定以及相关具
体制度的制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
基层社会矛盾与纠纷。”

自1998年以来，三亚市委组织部结对帮
扶中廖村，帮助中廖村建立了科学的村级治
理结构，财务公开、议事规范，村民参与村级
事务决策，打造出强有力的“两委”班子和党
员队伍，凝聚全村村民力量办好事。

进入中廖村，蜿蜒的村道，干净整洁，翠
珠华盖般的大榕树、鲜艳的三角梅、鱼鸭畅游
的水塘和那绿树环绕的小屋，勾勒出一幅田
园牧歌式的乡村画卷。

今年，中廖村成为三亚首个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规划方案于10月13日制定完成
并公布。方案显示，中廖村将被改造成一个
具备骑行、垂钓、农家乐、民族特色手工艺品
销售的生态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要让每一个村民都获
益，产业要做到每人有一份。”“政府企业要帮
助村民搞项目，想办农家乐的农户，希望政府
能够给予指导扶持。”中廖村规划美丽乡村
时，村民就被充分调动起来，并在每次村“两
委”会议及村民代表大会上讨论着。

方案规划了许多经营项目，例如体验性
的娱乐、运动乡村旅游产品，例如骑行运动、
垂钓、科普参观。以及一些农家乐、采摘园产
业，整合农户力量丰富采摘业种类，将村民的
民居设计为民宿。同时，开发一些旅游附加
产品，如自酿酒、黎锦、银器首饰、有机蔬菜和
无公害稻米等。

目前，中廖村还建立了“民情收集制度”，
委托软件开发公司为中廖村设计建立了“民
情数据库”管理系统，对所有民情民意进行动
态管理，即初次收集后录入系统登记，之后每
半年进行一次补充收集。建立“网下入户收
集民情”→“网上数据库动态管理民情”→“网
下及时解决民需”信息处置链条，有效实现了
村情民困的及时收集和科学管理，为中廖村
今后工作与决策提供依据。

（本报三亚10月15日电）

抵住“诱惑”不仅靠个人，还要靠集体
中廖村无违建，既有党员干部模范带头，8名“两委”班子成员

居住的房子面积都不超标；同时，也有村民集体意识增强的作用，
让少数人放弃了短暂的“利益”。

农村变革加快，考验基层组织

村务公开透明，少了误解多了信任

一部章程
开启自治新阶段

一个方案
美丽乡村新起航

坚强堡垒，把“诱惑”挡在村外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将村务透明化、公开化，规范财务使用与管理，每季度第一个

月的10日前在村委会公示栏中公布财务支出情况，增强了村“两

委”的公信力。

《中廖村自治章程》不仅是三亚第一个规

范、全面的村民自治章程，也是在全省率先进

行的探索。

今年，中廖村成为三亚首个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将被改造成一个具备骑行、

垂钓、农家乐、民族特色手工艺品销售的

生态美丽乡村。

①中廖村委会不建围墙，仅以绿
树与村道相隔。

②村里成立了便民服务站，设置
了社会保障、民政救助等窗口，中廖村
民不出村就能办理相关手续，减少办
事成本。

③中廖村民居。
④道路整洁、绿树成荫的中廖村。
⑤村民怡然自得。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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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廖村在党支部领导下完善村民自治，全村无违建、

无刑事案件、无群众上访事件、无吸毒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