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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冲天村的 30
亩高山富硒柠檬基地建立
后，经协商研究达成一致意
见，“贫困户、村集体、企业
业主”三者按照“1514”的
模式进行利益分配。每亩
土地 1 万元以内的收入和
超出 1 万元收入的 50%归
贫困户所有，超出1万元收
入的 10%作为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出 1 万元收入的
40%归企业业主。

同时，企业业主负责提
供柠檬种苗、技术、微生物
有机肥、病虫防治、产品包
装，并以每斤不低于4元钱
的价格对贫困户种植柠檬
进行回收。2017 年，按每
亩柠檬产量 30 斤以上，贫
困户可获得收入 3600 元；

2018 年，按每亩柠檬产量
3000 斤以上，预计贫困户
总共可获得收入33万元以
上。冲天村通过发展柠檬
产业，构建合理的利益链接
机制，真正实现了贫困户增
收、集体增实、业主增效，切
实解决了当地搬迁贫困户

“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
的实际问题。

南充两农产品
入选全省优质农产品品牌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谢
杰）日前，“四川省贫困地区优
质农产品品牌展示推介会”在
成都举行。南充241个品牌农
产品参展，高坪甜橙、张飞牛
肉成功入选“全省优质农产品
品牌”。

据了解，此次全省贫困地
区优质农产品品牌展示推介会
上，展示了高原藏区、大小凉
山、乌蒙山区、秦巴山区四大扶
贫片区88个贫困县的50个优
质品牌农产品，向社会重点推
介全省 10 个优秀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产品涉及粮油、果
蔬、肉类、食用菌、中药材、禽蛋
类、茶叶、调味品、酒类等。全
省共400多家企业、2000余个
品牌农产品参展。推介会上，
南充组织了高坪、嘉陵、阆中、
营山、仪陇、蓬安、南部 7 个县

（市、区）、63 家企业、241 个品
牌农产品参展。南充展出的品
牌农产品，吸引了大批市民前
往参观，洽谈问询者络绎不绝，
获得巡馆领导、采购商和成都
市民一致好评。

推荐会上，南充高坪甜橙、
张飞牛肉成功入选“全省优质
农产品品牌”。 据悉，“高坪甜
橙”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5 年以来，高坪将距今有
1300 余年栽培历史、品质独
特、文化内涵深厚的“高坪甜
橙”确定为培育对象，全力打造

“高坪甜橙”特色农产品，建嘉
陵江流域百公里柑桔、甜橙产
业带。而始于明末、闻名于清
初的张飞牛肉，也是南充响当
当的特色品牌。

南充发出
首张全程电子化营业执照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谢
杰）日前，南充市顺庆区工商和
质监局发放了首张全程电子化
登记公司营业执照，这也是南
充合法的第一张全程电子化登
记的公司营业执照。

据了解，这张营业执照登
记为四川阿梵服装有限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注册
营业执照从名称申报、设立登
记、审核发照都是在网上完
成。“需要提交什么材料，网上
都有步骤有清单，一目了然。”
记者从南充市工商局了解到，
目前，南充市已全面启动企业
全程电子化网上登记服务模
式，实现了网上核名、网上申
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和及时
发照一体化的网上登记。

依托全程电子化登记系
统，公司创办人只需登录四川
省工商局网站“网上办事大
厅”，点击“全程电子化登记”模
块进行注册和验证登录，在线
填写企业注册登记申请表，上
传图片格式的房产证、身份证
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并进行电
子签名，在线即可完成登记信
息的申报。工商注册人员在工
商内网，可对申请人在外网提
交的登记信息进行初核，确认
无误、通过审批后，即可打印纸
质执照，并由登记机关邮寄送
达或者现场发放。

“我要反映我们村村书记
不为民办事。”一大早，广元市
利州区回龙河街道纪工委书
记祝倩刚到纪委信访接待窗
口坐下，宝轮镇回龙村村民吴
某就来反映问题。“你先坐下，
别着急，慢慢说。”祝倩一边仔
细听，一边详细的在来访登记
表上记录。“你反映的问题我
已详细记录下来了，我们将在
15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祝
倩在登记完后，仔细向吴某介
绍了信访工作流程。“以前反
映个问题，该在哪反映都要找
半天，现在设了这个窗口，方
便多了，态度还很好，心里的
气都消了一大半了。”反映完
问题后，吴某满意的离开，还

不时与同行的人讲述着自己
的感受。

今年2月以来，广元市利
州区纪委创新信访工作模式，
区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和部门、
乡镇纪检监察干部在工作日
到信访接待窗口轮流接访，形
成了“领导带班、联合接访、协
调联动”的信访工作新机制。

据悉，该区制定出台《委
局机关和派驻各乡镇、街道、
部门纪检监察干部接待群众
来访工作办法》，委局领导和
各乡镇、街道、部门纪检监察
干部按照接访安排表轮流在
信访窗口接待来访群众对群
众反映的信访问题，能够当场
答复或处理的，当场给予明确

解答或处理。需要责任部门
和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了解、
研究处理的，接访领导要提出
具体意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
位在规定的时限内处理办
结。同时，实行接访首问责任
制，负责接待的领导对接访问
题的查办过程要全程跟踪，负
责到底。同时，由区纪委信访
室安排每天值班接访人员，每
日接访结束后，进行现场资料
交接，实现无缝衔接。

据利州区纪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纪检干部轮流值
班接访，增强了纪检监察干部
面对面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从
而达到锤炼干部队伍、提升能
力素质、净化工作作风的目

的。目前已有 198 人次纪检
监察干部参与轮流接访，共接
待来访群众528人次。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彦谷

接地气 解民忧
利州纪检干部轮流坐班接访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促进贫困户增收

2016年，达州市
通川区檬双乡冲天
村整合 15 户贫困户
产业扶持周转金 15
万元入股达州市硒
佑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引导贫困户在
冲天村易地扶贫搬
迁聚居点建立 30 亩
高 山 富 硒 柠 檬 基
地，这是该村积极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
的新路径。

据了解，2016年
以来，该村着力建立

“ 企 业 业 主 + 村 集
体+贫困户”的三方
利益共同体，充分发
挥产业扶持周转金
的撬动作用，探索出
了“1514、1325”等利
益联结机制，有力地
促进了贫困户增收、
企业业主盈利、村集
体经济壮大。

2017 年，达州市硒佑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冲天
村流转土地100亩，发展台
湾四季柠檬，村集体注入产
业扶持基金 50 万元，按照

“1325”的固定模式进行分
红。每年股本金的 10%的
30%作为贫困户收入，每户
每年可分红500元，股本金
的 10%的 20%作为非贫困
户返贫救助基金，股本金的
10%的 50%作为村集体经
济收入，村集体可获得收入

2.5万元。业主还积极雇用
当地农户务工，支付每人
50 元一天的工资，预计可
带动30户以上农户增收。

同时，村集体整合7户
贫困户产业扶持周转金 7
万元入股本村养殖家庭农
场，每年按入股资金的 3%
固定分红给村集体，入股金
的 4%固定分红给贫困户，
预计每年村集体集体可获
得集体经济收入2100元，贫
困户每户分红400元。家庭

农场为贫困户提供猪仔和防
疫等技术服务，并进行回购，
预计贫困户养一头猪可实现
净收入1320元以上。

冲天村立足产业发展
实际，积极引进业主，充分
发挥资金、资源、资产的作
用，创新利益链接机制，不
断 深 化“1514”、“ 固 定 分
红”等模式，促进贫困户增
收的同时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罗轩

“1514”模式实现利益共享

“固定分红”降低发展风险

冲天村着力建立“企业业
主+村集体+贫困户”的三方
利益共同体，助推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