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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22个行政村全部成立村集体企业，鼓励镇、村干部积极引导贫困户参与到村集体产业创建和发展，
让村集体产业成为本号镇“精准扶贫”的新亮点，推进本号镇农村集体产业经济向纵深发展，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如今，这22个
村集体企业成立已有一年了，企业经营得怎么样？请关注本期《陵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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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关注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2017年8月，陵水黎族
自治县本号镇22个行政村
全部成立村集体企业，至今
已满一年。成立村集体企业
的意图，是以公司这一更高
级的市场主体形式，解决当
地部分农村合作社存在的公
信力不足、经营管理紊乱等
问题，替代合作社成为接受
政府扶贫资金的主体，是本
号镇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一次探索。

一年来，本号镇的探索
成效如何？村民们能否经
营好企业？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陵水本号镇22个行政村成立村集体企业一年来，既有积极的探索，也面临不少难题

村民能否念活村集体“生意经”？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 胡阳

上万根支架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
四向铺开，把田洋染成绿海。走近，则
可看到一个个粉红饱满的火龙果挂在
枝头。十几名农民穿梭在果地里，熟练
地采摘熟果，不一会就装满一筐。

这是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看到的一幕。

“去年7月下种，今年最近刚刚收获，刚
好一年，我们村终于有村集体产业了！”
军普村党支部书记符育人颇有感慨，

“去年这个项目差点夭折！”
军普村在打造村集体产业上颇有曲

折。2017年，军普村与三亚天涯红休闲
农业公司陵水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涯红

公司）联手成立合作社，在军普村种植
100多亩火龙果；军普村86户贫困户以
本号镇政府扶持的167万元火龙果种苗
资金入股合作社，以期获得更大收益。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设想的
前景美好，但这一种植项目进展到下种
阶段时，却被按下“暂停”键。

被本号镇政府请来帮忙解决合作
社经营乱象的海南正和职业学校校长
姚佩君，看到合作社于2017年6月签的
针对贫困户的利益分配“协议”后哭笑
不得——这份“协议”，是不分甲、乙双
方的，只有合作社带头人在上面按了手
印。贫困户的收益，由分批获得的共
140多万元的“固定分红”和合作社利润
的24%（贫困户股权占比）组成，但由于
合作社监管核算制度缺失、天涯红公司

融资风险等因素，贫困户的收益可能无
法真正兑现。

“而且‘协议’也没有应对无法兑现
贫困户收益、贫困户退出、合作期满项
目资产归谁等情况的条款。另外，实际
上也很可能发生对天涯红公司不利的
情况。如果他们在运作过程中单方面
追加投资，这意味贫困户股权占比缩
小，但按照‘协议’，贫困户仍能获得
24%的利润，即获取与股权不对等的收
益。”姚佩君说。

听完姚佩君的分析，军普村和天涯
红公司两方“都怕了”，同意撤销协议；
尽管火龙果已经下种，但双方迟迟未能
达成新的利益分配方案。

在此期间，鉴于合作社经营管理难
以规范，在已被本号镇政府聘为“创业

导师”的姚佩君的指导下，本号镇全部
22个行政村均成立了村集体企业，作为
接受政府产业扶贫资金的主体，来发展
村集体产业。军普村集体企业黎梦休
闲农业公司于去年8月成立。

此后，为重新推动火龙果项目，基
于调研的基础，姚佩君帮助天涯红公
司、黎梦公司重新评估项目的风险和收
益，达成新的利益分配方案，并指导他们
以甲、乙方的身份于当年12月重新签订
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黎梦公司以政府
扶持的167万元投资天涯红公司在军普
村的火龙果种植项目，天涯红公司在5
年合作期限内分批总计支付287万元款
项给黎梦公司，合作期限结束后，项目所
有权归天涯红公司所有。此外，还约定
了天涯红公司未能履约的赔偿条款等。

“火龙果基地的范围界定，对方什
么时间付款，付不了款怎么办，双方的
权利义务是什么……新的协议不仅保
障了军普村的利益，也教了我们很多经
营知识。”兼任黎梦公司董事长的符育
人说，重新签订协议后，火龙果项目经
营主要由天涯红公司负责；军普村负责
具体种植工作，项目吸纳6名军普村民
长期打工，聘用12名贫困村民打零工，
日薪酬100元。

尽管按照协议，军普村集体企业已
经“旱涝保收”，贫困户们也于去年底获
得第一笔分红；但军普村还想再进一步
发展。“企业成立后，我们在姚老师的指
导下，学会制作报表，每一笔账都有专
人负责，做得明明白白。做重要决策，
先由董事会讨论，再由镇驻村干部、驻

村第一书记、贫困户代表组成的监事会
审议，还要拿出可行性报告。”他说，经
营管理秩序明朗，使公司发展项目热情
高涨，而村民对公司也很信任。

符育人曾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
年初，董事会提出发展梅花鹿养殖，但因
为会触犯生态红线而被监事会否决，还提
出过自主种植火龙果，但也被监事会以市
场销路未摸清、不能操之过急为由否决。

“由于之前与天涯红公司合作过火
龙果项目，我们心里有了底，再次提出
自主种植火龙果时，获得监事会通过。”
符育人说，黎梦公司已向村民租了50
亩地，准备自主种火龙果，并已撰写了
项目可行性报告，向政府申请产业扶持
资金，如果未能申请下来，就计划向银
行贷款。 （本报椰林8月16日电）

军普村发展火龙果种植，打造村集体产业

混乱“协议”带来的“意外”收获

“要把村集体企业盘活，最重要的是树立市场
意识，转变经营理念。”有大型企业运营成功经验的
姚佩君说。

在去年指导各村企业成立后，姚佩君为村干
部开办了经营知识课程，在具体的经营项目上也
加以策划、指导。在她看来，尽管速度较慢，但干
部们的经营意识依然在不断提升，“例如新兴村，
在开展太空莲种植项目后，发现过一段时间市场
需求下降，就果断暂停，这说明他们有市场研判眼
光了。”

“村集体企业以为经营就是搞种养殖，其实并
不一定。”姚佩君举例说，她曾指导定安县新竹镇
某村成立村集体企业，彼时村民已普遍种植一种
瓜果，村企业便承揽了打包业务，效益颇佳。因
此，企业要注重市场信息，拓展多种经营模式，“此
外，也要有规划，要学会统筹全村资源，不然，土地
等资源分散、种植规划无序，也不利于推进产业发
展。”

乐利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栋介绍，乐利村计划
种植火龙果，将请来台湾的技术团队合作，学习他
们的技术。他认为，按目前情况看，村集体企业要
办好，在具体项目上最好是与专业公司合作，由对
方负责运营管理，本村跟学。姚佩君也表示，村集
体企业应当请专业团队，辅导或参与运营，解决经
营人才缺失问题。

本号镇镇委书记马科科说，今年镇政府对各
村办企业的资金支持会更审慎，只有充分论证、有
较大把握的项目才会支持。他也认为，各村办企
业与龙头企业合作发展经营项目比较合适，“龙头
企业+村办企业+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值得探索。

“客观来讲，发展产业是很不容易的事，需要
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成立村集体企业是个有益的
探索，哪怕有风险。”马科科说。

（本报椰林8月16日电）

去年下半年，本号镇大里地区在
成立村集体企业后，由企业统筹经营
原来分散在不同村民手里的民宿、特
产展销等旅游产业，规模扩大，效益
也更佳。今年，更以公司身份与另一
企业竞争，竞得大里的环卫工作承包
权。最近，还与一旅游公司签署开发
协议，吸引外来投资上亿元，目前该
合作项目正经政府审核。

而在军普村，在与三亚企业合作

的火龙果项目见成效后，村办公司正
在着手自主开展新的火龙果种植项
目。“公司制度理得清，大家干事创业
热情高。”符育人说。

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发现，类似
于大里、军普村这样的案例不多。许
多村在公司成立后也纷纷谋划生产
项目，但不少项目推进缓慢甚至停
滞，部分村干部也没把精力花在公司
业务拓展和经营上。

出现上述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村
干部们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
村务上，留给经营公司的精力较少。

资金缺乏也是个重要原因。新兴
村一名村干部说，该村村办公司目前
只有实物资产，没有现金资金，上项目
通常要申请政府资金扶持。

缺少经营人才也是村集体企业
的一大弱项。有的村庄由于干部缺
少市场眼光和经营理念陈旧，致使生

产项目效益不佳。此外，吸引经营人
才也并不容易。白毛村党支部书记
胡秋海介绍，白毛村村办公司曾引进
一名返乡大学生当经营人员，但由于
报酬不高，其不久就离开了。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相比村集
体企业，合作社在发展产业上依然具备
一些特殊的优势，“有的合作社负责人是
致富能人，有资源、有渠道，很多村干部
都没有这样的优势。”一位村干部透露。

本号镇引导各村成立村集体企
业，初衷在于避免合作社乱象，促进贫
困户增收，还为此做了特别的制度设
计。各村办公司实行所有权、经营权、
收益权分离。资产所有权归公司，收
益权归全村贫困户（脱贫攻坚期结束
后归村集体）。公司成立董事会和监
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村“两委”干部担
任（董事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行
使公司经营决策权；监事会成员由镇
驻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贫困村民代
表组成，行使资金使用监管职责。

职业培训机构海南正和职业学
校校长姚佩君，被本号镇政府聘请为
村企创业导师，负责了村集体企业制
度设计。她向海南日报记者解释：

“决策管理层由村干部担任，有助于
保障公益，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
策，提升公信力。监事会成员的选
择，既有利益相关方——贫困村民，

又有外来的驻村干部，这样有利于开
展监督。”

与制度架构同样重要的是健全
财务管理。在指导各村企业完成登
记注册后，姚佩君及其团队长期驻守
本号镇，手把手教村企会计制作报
表，要求凡是有收入支出情况皆要建
账，并送姚佩君处把关代管。自主投
资项目要撰写可行性报告。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这一
制度安排下，村集体企业运营相对规
范，村干部普遍称赞。

去年年中，军普村一些村民利用
政府扶贫资金，与三亚一家企业联手
成立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参与，发展
火龙果种植业。但其内部分配协议
既不规范，也未能充分保障各方利
益。在成立村办公司后，公司替代合
作社，在姚佩君指导下与三亚企业重
新签订规范协议，项目顺利推进。

“想做什么，先由董事会讨论，再
经监事会审议，每一笔账都明明白
白，如此一来，我们好办事，村民也比
较信任公司。”军普村党支部书记、村
集体企业黎梦休闲农业公司董事长
符育人说，“董事会有些做新项目的
决策，被监事会以市场前景不明等理
由否定过，我们也信服，镇驻村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也有独特的见地。”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镇、村干
部对一些合作社“随便拉几个人就完
成注册”“账目不清”“私心重”现象较
为不满。而在新兴村，原是合作社成
员，后来进入村企业当经营人员的胡
硕琼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公司比合
作社更有公信力！”他还说，发展项目
前先撰写可行性报告，除有助决策外，
还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有助于项目
持续推进。记者了解到，在姚佩君要
求和指导下，撰写可行性报告已成为

各村上项目的共识，报告撰写较为规
范、详细，一般都有数十页之长。

但从现实看，本号镇村集体企业
的组织架构也非没有缺陷。由于作
为监事会成员的驻村第一书记是村
务中的第一领导者，且由于部分村支
书缺乏经营知识，在不少村庄，公司
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仍然由驻村第一
书记作出，其实际上代行了董事长之
职。“驻村第一书记有带领村集体发
展产业的职责，但在制度设计上又不
是公司的董事长，确实算是个矛盾。”
有人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

对此，姚佩君说：“制度设计是着
眼于长期，董事长由本村干部担任更
为合适，而外来的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是有期限的。公司中，驻村第一书记
可以扮演指导角色，但没有钱财支配
权。当然，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也需
要我们继续思考。”

以制度重塑公信力

面临多方面难题

经营理念有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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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佩君（中）在给村集体企
业干部开展培训。图片由采访
对象提供

各村办公司实行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

资产所有权归公司 收益权归全村贫困户（脱贫攻坚期结束后归村集体）

公司董事会成员由村“两委”干部担任，行使公司经营决策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由镇驻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贫困村民代表组成，行使资金使用监管职责

林下种菌菇
增收多条路

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本号镇祖关村一片橡胶林下
的茶树菇培育基地，工人在忙
着采收茶树菇。

祖关村村企陵水裕鑫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一年来，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公司在贫
困户现有的橡胶园地内，搭建
培育基地，发展茶树菇产业。
如今，这些橡胶林下的茶树菇
培育基地，是祖关村村民增收
的“法宝”。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