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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笔交易项目顺利开展，合同交
易金额高达 2.7 亿元，资产收益增长率
12.57%，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这是武进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成立
3 年来收获的一份成绩单，也是武进区
规范“三资”经营管理的缩影。

3 年来，武进区通过大数据支撑，全
过程监督，微腐败严查，大幅度提升了农
村集体“三资”的经营效率。

大数据支撑，产权项
目清晰化

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物质基础，“三资”管理是农村百
姓关注的焦点。在以往的“三资”监管工
作中，部分农村集体资源因被忽略而登
记不全面，有些固定资产由于农村工作
人员业务水平不强没有准确定量，登记
不规范，家底不清导致部分集体资产、资
源游离于监督之外，既影响资源、资产使
用效率，也存在廉政风险。

“有了大数据动态监管系统，我们今
年的资产清查工作容易多了。”武进区农
村产权交易所负责人戴俊介绍，2015年
以来，武进区采取自查、上报、审核、完
善、建账“五步走”手段，建立起经营性资

产、资源两类电子化台账。由镇、村开展
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资金情况调查，
分类梳理农村集体“三资”现状。在调查
信息全面、统计数据精准的基础上，建立
全区农村“三资”电子档案库。

经过近两年探索，武进区逐步摸索
出一套“有图有真相”的资产、资源清单
管理办法。全区村、组两级集体经营性
资产 2062 宗，涉及资产总额 11.07 亿
元，集体经营性资源 1850 宗，涉及资源
面积4.8万亩。

全过程监督，交易程
序规范化

“这批商铺是安置小区的配套商业
用房，村里刚拿到时，安置小区人很少，

房屋商业价值不高，当时协商价格每年
2.6 万元，租期 3 年。现在合同即将到
期，由于安置小区人越来越多，房屋市场
价值水涨船高，各种质疑、承租的压力扑
面而来。”南夏墅街道戴家村党总支书记
朱玉明表示，农村产权交易站解了村上
的燃眉之急。

为了盘活农村各类资产，在建立“三
资”监管平台基础上，2015 年武进区创
新农村产权交易载体，成立各级产权交
易中心，开发产权交易平台，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民提供免费服务，实现与
集体资产信息管理系统的无缝衔接。

以南夏墅街道农村产权交易站为
例，在收到戴家村在安置小区的商铺经
营权交易申请后，交易机构充分了解民
意，采取公开竞价方式，与村委班子共同

拟订了交易方案。
第一步，民主决议。召开村民代

表会议，由前期合同当事人解释租赁
价格较低的原因，围绕交易底价、租
期、租金支付方式等进行讨论，最终形
成商铺经营权交易方案，由村民代表
当场签字确认。

第二步，公开报名。交易机构在全
省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网站上
发布交易公告，同时在安置小区和本地
村务公开栏张贴了项目招租公告，公开
接受社会报名参与招租。

第三步，公开交易。交易机构按照
流程组织现场交易，参与交易过程的除
了交易机构工作人员、项目交易双方，街
道纪检人员全程参与并现场监督，3 名
村民代表共同参与监督，交易过程还留

下了影像资料。最终，项目共吸引了 12
位竞买人。经过多轮公开举牌叫价，两
个标段均以年租金6.6万元成交，按3年
合同期计算成交价达到 39.5 万元，增幅
达88%。

武进区农工办主任夷建良介绍，以
前总是有各种人情和招呼，资产交易公
开透明市场化后，一切以登报、公示为
准，都要参与竞标。2016年全区村级收
入增幅达6%，三资管理作用明显。

微腐败严查，民主监
督长效化

如果说“三资”监管平台是通过科技
手段和全过程公开来减少“三资”管理中
的风险，那么，对“三资”监管的再监管，

则起到了倒逼作用。
“我辖区烈帝股份合作社在进行

财务审核时，发现出纳周某有挪用集
体资金的嫌疑，请组织展开调查。”去
年 12 月初，武进区湖塘镇政府向武
进区纪委反映了周某挪用集体资金
的问题。区纪委成立调查组对相关
问题展开调查，经过一周严查快办，
周某在 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6 月
间共挪用集体资产收入等资金 47
笔、合计 174.24 万元的违纪事实逐渐
浮出水面。

近年来，武进区纪委将常规督查
对象延伸至行政村，主动将“流动信访
室”搬到群众身边，大力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驻点巡察，全面打通发现问题和
收集线索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全面
收集2016年以来民政、农业、城建、组
织人事等相关部门的各类数据信息，
延伸监督触角，定期开展部门联审，重
点查纠利用农村集体资金违规的“四
风”问题和“微腐败”行为。利用 3D
惩防大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研判，
筛选问题线索。对于发现的问题线
索，全部登记造册，实行“销号管理”。
做到信访来源、办理流向、处理结果

“一账清”。
舒泉清 符辛竹 缪小芬

——武进走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有效监管之路

关 键 在 于 公 开

停业的小吃街更加不可能有人来
管了，本来愿意管的区长、街道周书
记都已经出局了，虽然食品安全不是
直接由城管大队负责，但此时他们也
都缩起脑袋，过去每天都能看见的满
街的城管执法，现在连一个人影子也
没有了。

桂香街小吃街的所有店主，一夜
之间都失业了。

林又红到区里参加宣布整顿小吃
街决定的会议后，下班前回到居委会，
小陈正在那里嚷嚷：“活该，活该，报
应，报应——”

林又红气得脸色铁青，正要斥责
小陈，却见一个女人哭喊着奔了进来，
跌跌撞撞，眼看就要摔倒，嘴上喊着：

“救命啊！救命啊！求求你们，快去救我
老公！”

林又红赶紧扶住她问：“你老公怎
么回事？”

妇女哭道：“他，他爬到了顶楼，
要、要跳楼了，你们动作快点呀——”

小陈看了妇女一眼，说：“你不像
是小吃街上的嘛，你老公在哪里做事
的？跳什么楼？”

妇女说：“你怎么问得出口？你难
道不知道这一阵股票跌得像什么了
吗？我老公把家里全部财产都押上了，
还外借了三倍的什么东西，全部赔进
去啦！我老公现在就在楼顶上，你们不
救他——”

小陈说：“他有自己的单位，你怎

么不找他单位救他？”
那妇女指着小陈道：“你什么居委

会？救人还讲单位不单位？”
林又红一边让小姜赶紧报 110，并

给消防队打了求助电话，一边带着大家
一起赶往出事地点。

出事的小区是个新建的住宅区，里
边都是高楼，那个要跳楼的人站在其中
一幢十二层楼的楼顶。林又红一抬头，只
觉得一阵头晕目眩，风很大，一张口就被
呛住了，但林又红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下边往上喊：“喂！你不要冲动，我们都
来了，你看一看，我们都来了。天大的事
情，都是可以好好商量解决的——”

下边的人停顿了一会问道：“你是
谁？”绝望的声音中似乎夹进了一丝希
望。

下边的人齐声高喊：“是居委会主
任。”

上边问：“是蒋主任吗？”
下面有人要纠正，林又红赶紧挡

住，继续朝上面喊：“你的事情我们已经
知道了。你一定不要钻牛角尖，只要人
活着，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都会发
生变化——”

上边的人又停了一会，声音中的那
一丝希望已经明显失去了：“不可能了。
我已经倾家荡产了，我马上就家破人亡
了。我老婆要和我离婚，我儿子也骂我，
连我八十岁的老娘也教训我，说我没出
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有什么
脸活着——”

他老婆一听，立刻嚎哭起来：“我错
了，我错了！你快下来吧，我向你陪罪，
我、我——”

说话间，她和他八十岁的老娘、他的
儿子齐齐地跪下了。

上边的人往下一看这情形，又沉默
了。林又红赶紧抓住机会再喊：“我是桂
香街居委会的主任，我向你保证——”

“保证”两字一出口，林又红不由倒
吸一口冷气，一直凉到心窝里。保证？她
拿什么来保证，她凭什么给别人保证
——果然，楼项上的人一听“保证”两字，

立刻吼了起来：“保证？你以为你是谁
啊？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你们搞的小吃
一条街开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成功
了，这才几天，就上了焦点访谈，脸都丢
光了。我炒股票赔的钱，还指望你们给
我弄回来——”

声音中断了，因为人已经跳下来了。
现场一片惊慌一片混乱，家属的痛

哭声，群众的惊叹声，消访车鸣笛声，惊
扰着这个悲痛的傍晚。

晚饭时，林又红一言不发，闷头扒

饭，宋立明却一改往日从不主动发言的
习惯，小心看着林又红的脸色，说：“焦点
访谈的事情，没有影响到居委会吧？”

林又红沉着脸，仍然一声不吭。
小西插嘴说：“老宋你真是糊涂，就

算这事情和居委会无关，但是我老妈是
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林又红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今天有
个炒股票亏了的人要跳楼，他老婆跑到居
委会来喊救命，我们赶去了，可是他已经
跳下来了——”话音未落，把碗一推、筷子
一放，说：“我吃好了。”起身进了卧室。

林又红不能再等下去，横了横心，直
接打电话给江重阳。江重阳接电话的口
气仍然是没轻没重，一点未改：“林又红，
这可是我多年前的手机号码了，你都一
直没有删除掉，我很欣慰呵，至少说明你
心里一直还是有我的——”

林又红心头一酸，眼眶顿时热了，唯
有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可能语气
平静地说：“江总，不知你什么时间有空，
我想和你谈点事情。”

江重阳却似乎只想跟她谈过去的事

情，继续说：“我这个 1390 打头的号码，
现在可是很少的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换
了几轮手机和号码了，我坚持一直不换。
你看出来了吧？我可真是个专一的人、专
情的人——”

林又红努力保持着平静，重复说了
一遍：“江总，我们见个面行吗？”

江重阳没完没了，继续按照自己的
思路说：“林又红，老情人单独见面，很容
易旧情复发的，你就不害怕？”

林又红有什么办法？只能一味退让，
说：“江总，我不是来找你谈情说爱的。我
现在只是一个居委会大妈，而你是江总，
就算我想谈什么情，我也已经没有资格
了——”

江重阳笑道：“其实，我也急着想和
你谈谈，就是一直在等你先联系我。嘿
嘿，你到底还是没耗得过我。”

林又红说：“江总，在小吃街店面的
事情上，我早已经低头了，如果你觉得我
的头低得还不够，我还可以再低。”

江重阳顿时声音高昂起来：“真想不到
呵，林又红的头居然可以一低再低，那成语
怎么说来着？物是人非，物是人非——”

林又红直逼着他说：“你是同意见面
了？”

江重阳没有直接回答见不见面，换
了个话题说：“其实吧，小吃街的事情和
你居委会有什么关系呢？你却还是为了
它来找我，所以啊，我想了想，并不是物
是人非。人没有非，人还是那个人，你的
性格并没有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自

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
林又红仍然忍着、忍着，还是好

声好气说：“江总，我是因为太着急，小
吃街的店就这样停在那里了——”

江重阳立刻笑了起来，说：“小
吃街的店停在那里，是你损失？还是
我损失？你搞得我都糊涂了，你到底
是为谁在着急？为那些商户？还是为
我啊？”

虽然遭到江重阳百般的嘲弄，
但江重阳的话却让林又红心头一
亮，小吃街出事，她光为那些商户着
急了，怎么不想想江重阳在这个事
件中的损失呢？金吉的整整两层，就
分文无收了。

林又红赶紧说：“既然如此，我
们还是抓紧谈一谈——当然，本来
也许不应该由我找你，但是你知道
的，街道周书记，甚至区政府的领
导，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其他的领
导，或者新来的领导——”

江重阳说：“不用说了，我本来
就没有指望过他们——见就见吧，
不过，见面的地点得由我来定，我定
好后，马上发给你。”

挂断电话后，林又红只觉得浑
身酸软，刚才硬挺住的那点儿精神
气已经耗尽了，不等她喘息片刻，江
重阳的信息已经来了，定的地点，竟
是他们初恋时手拉手踏进的第一家
咖啡店。

（待续）

桂 香 街

本报讯 我市检验检疫人员本
月12日通过机场X光机查验，从一
名入境旅客的行李中截获两只鹿
角。这是常州口岸首次截获鹿角。

这两只鹿角形态完整，分别高
约 20 厘米、40 厘米，共计重 0.78 公
斤。据该旅客说，这是日本朋友赠
送的礼物，本打算带回来作工艺品
摆设。目前，检验检疫人员已依法
对该鹿角予以扣留。

据了解，未经检疫合格的动物

产品极易携带人畜共患病原体，存
在疫情风险。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规
定，动物皮张、毛类、蹄、骨、角类及
其制品，均不允许通过旅客携带或
者邮寄的方式入境。

今年 1-7 月，常州检验检疫局
共截获各类禁止进境物1171批次，
同比增长 380%，创历史新高。检
验检疫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入境前
需了解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延
误正常出入境。 （朱雅萍 韩彤）

常州机场截获两只鹿角

本报讯 省经信委日前公布
2016 年全省重点骨干企业“双创”
平台示范工程，全省 13 家企业入
选，江苏金坛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榜
上有名。

加快企业“双创”平台建设是
着 力 构 建 我 省 新 型 制 造 创 新 体
系、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重要举措，对促进企业高效
整合创新资源、提升产业链整体
效率和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重 点 骨 干 企 业 是

“双创”的重要主体，带动作用突

出，在推进“双创”工作中起到旗
舰引领作用。

金坛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大
迈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集聚
产业链上企业和消费者的优势，共
享金融、数据、技术、标准、信息等资
源要素，实现独立发展向产业链“抱
团”协同发展转型，打造汽车产业配
套链和产业集群，形成汽车零部件
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

据了解，位于武进区的万邦充
电设备有限公司也同时入选。

（杨兆平 赵鹤茂）

全省重点骨干企业“双创”平台示范工程公布

我市两家企业入选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今年市残
联等部门将实施“残疾人康复体育关爱
家庭计划”，为全市400户残疾人提供康
复体育服务。

我市约有 5.2 万肢体残疾人。康复
是肢残人工作的永恒主题，而康复体育
则是残疾人康复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

据了解，2014年市残联和天宁区残
联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启动了“阳光
伙伴、双百行动”，由常州一加爱心公益
服务中心提供服务，每年为 100 名重度
残疾人各购买 100 小时的居家助残服
务。该服务项目案例已被选入《全国助
残社会组织优秀案例 100 例》。在此基
础上，我市今年将实施的“残疾人康复体
育关爱家庭计划”，将通过发放康复体育
器材、上门和远程康复指导、组织各类残
疾人康复健身活动等方式，服务 400 户
残疾人。 （朱雅萍 王丹丹 吴斐）

我市将为400户残疾人
提供康复体育服务

本报讯 我市商品房契税自助办
税机自 6 月 18 日投用以来，受到欢
迎。截至本月 10 日，23 个小区的购
房者已自助办理契税业务2358笔，缴
纳契税 2816.11 万元。目前，这种自
助办税方式已成为购买商品房缴纳契
税的主要手段之一。

商品房缴纳契税自助办税机由
市地税主导开发，是简化办事流程，
便民服务落到实处的举措之一。原
来要打首套房证明、窗口排队完税，
现在只要在自助办税机上刷身份证
读取信息，插入银行卡扣款，就能马

上完税，不仅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
办税费用。

税务人员提醒，纳税人自助办税

需带购房人身份证原件、能够足额扣
税款的银行卡。

（杨九龙 李心睿 王志宇 刘一珉）

买房自助缴契税成为主流

我市今年提出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本月初以来，市创安办两个督查组分赴金坛区、溧阳市，对创安工作首次
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题逐一点评。 农宣 刘一珉 文/图

房 屋 性 质

首套住宅

二套住宅

三套以上住宅

非住宅

90平方米以下

1%
1%
3%
3%

90平方米以上

1.5%
2%
3%
3%

我市购买新房契税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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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转多云，局

部有阵雨或雷雨，西到
西北风 3 到 4 级，今天
最 高 温 度 31℃ ～32℃
(室外体感高温 34℃)，
明晨最低温度26℃。

（上接A1版）
整治期间，发现新的整治对象，一并

纳入整治清单。
同时，对行动进度滞后的单位予以

通报；对整治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漏
报、推进不力或监管责任不落实以及逾
期未完成整治任务的单位，将转交纪委
监察部门依据《常州市党政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严肃问责。

据悉，常州滨开区围绕“两减六治三
提升”工作需要完成 11 个大项 81 项重
点工程，总投资近 53 亿元。今年 1-7
月，共检查企业 228 家，立案 29 家，处罚
金额 339 万元，查封扣押 3 件，移送司法
3件，取缔德胜河沿岸非法电镀小作坊3
家。上半年 12369 平台共受理信访 284
件，与去年同期下降3件，其中化工区信
访较去年同期下降16.07%。 （童华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