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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改革探讨
沈兴怀
渊金湖县戴楼街道办事处袁江苏金湖 211616冤
摘要 农村集体资金尧资产尧资源的管理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袁既是农村工作的难点袁也是村民关注的热点遥
本文以金湖县戴楼街道为例袁阐述了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改革的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袁以期推进集体野三资冶
管理规范化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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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治农村野三资冶管理野前清后乱冶痼疾袁金湖

资冶进行管理袁在确保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的所有权尧审

县戴楼街道总结提升野双代管冶模式袁借鉴委托代理尧

批权尧使用权尧收益权尧监督权野五个不变冶的前提下袁

集中收付尧产权交易等经验举措袁推动体系重置尧流

实施农村集体野三资冶代理服务遥 根据不相容岗位分

程再造及制度创新袁开展农村野三资冶委托代理服务袁

离原则袁野三资冶代理服务中心设立银行会计尧代理会

农村野三资冶管理改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遥

计尧总账会计尧交易员尧村会计等岗位袁各岗位制定

1 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改革的主要做法

严格的岗位责任袁形成相互协作尧相互制约的牵制机

围绕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

制袁确保守土有责尧各司其职遥

突出问题袁强化风险点排查袁创新管理制度袁推进农

1.2 守正创新袁规范收支行为

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的制度化尧民主化尧信息化建设遥
1.1 体系重置袁提升治理能力

用制度野管权尧管事尧管人冶袁扎紧制度野篱笆冶遥 在
委托代理方面袁每年与各村签订村集体会计委托代

街道办事处设置野街道农村集体耶三资爷委托代

理协议书袁代理村集体财务管理工作遥 根据野一事一

理服务中心冶袁成员由聘请的第三方渊会计师事务所冤尧

托冶的原则袁代理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遥 在集体资产

街道财政和资产管理局尧街道农村工作局派员组成遥

资源处置方面袁全面普及农村产权线上交易袁限额以

街道财政和资产管理局负责银行存款收支业务办

下交易通过野绿色通道冶程序进行比价遥 对疫情防控尧

理遥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收支票据的审核尧会计核算尧

防汛抗旱等不可预见的紧急事项袁履行先备案后审

会计分析尧财务档案等袁每季度向村渊社区冤书面财务

计程序曰在集中收付方面袁以村为单位在银行开设基

建议袁每半年向街道出具财务分析报告袁每年底出

本户袁村集体所有收入尧补助尧收益等款项袁全部通过

具村级财务综合分析报告遥 街道农村工作局负责产

转账方式汇入村级基本户遥 支出和付款除村务卡支

权交易尧野户户通冶资料上传尧票据管理尧会计检查等袁

付范围外袁一律通过转账方式结算袁严禁设立野账外

街道农村工作局负责人兼任代理中心主任袁形成齐

账冶遥 对不能转账的慰问费尧零星支出等小额开支袁通

抓共管格局遥 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袁村渊社

过村务卡支付曰在财务管理方面袁重点突出收支预决

区冤委托野三资冶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对农村集体野三

算制度和开支控制制度袁坚持野量入为出冶和野有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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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袁预算执行过程中确因情况变化需要调整
的袁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中期调整袁调整幅度一般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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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初预算的 20%遥 干部报酬按照县委组织部规定

财务票据袁将村当月收支明细尧资源处置尧债权债务尧

执行袁一律取消村接待费用袁严格控制加重集体负担

资产现状等野三资冶管理数据通过村党务村务公开

的达标升级活动袁坚决杜绝挥霍浪费现象遥 强化村居

栏尧阳光村务野户户通冶渊数字电视系统冤尧微信公众号

内控管理袁建立物品物资尧集体用工尧工程款支付尧涉

等方式进行公开袁确保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尧准确性和

农资金尧非税票据内控表单[1]遥

全面性袁推动村级权力运行阳光透明[3]遥

1.3 流程再造袁确保便捷高效
一是细化财务流程遥 根据民主决策尧民主管理尧
民主监督的需要袁将农村财务管理流程细化为资金

2

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改革的成效

2.1 加快乡村治理进程
野村两委冶换届后袁村党总支书记兼任村委会主

代管要资金审批要民主理财要审核入账要财务公

任袁各村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袁形成村党组织领

开要审计和检查袁确保流程科学严谨尧简化便捷袁构

导下的村民自治袁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野四议两公

建精细化工作机制袁强化内部控制袁注重公示公开袁

开冶袁完善了农村议事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袁保障了

为乡村振兴提供服务保障遥 二是野三资冶委托代理实

村民依法进行民主协商尧民主决策尧民主管理和民主

行野五统一冶袁即统一建账核算尧统一集中收付尧统一

监督袁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袁推动乡村

审批程序尧统一票据管理尧统一产权交易袁使农村财

治理重心下移袁强化了民主法制建设袁促进农村社会

务管理工作更加透明尧有序尧规范遥 三是集中收付坚

公平正义袁实现农村财务工作与现代乡村治理制度

持野收支两条线冶遥 认真落实野收入一个笼子袁预算一

的深度融合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形

个盘子袁支出一个口子冶遥 发生收入业务时袁由村会计

成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遥

开具收入凭证袁24 h 内缴入村集体资金专户遥 发生支

2.2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出业务时袁由村会计取得原始凭证袁履行理财和报批

民主决策尧公开交易尧强化监督等制度的实施袁

程序后袁向代理中心申请拨款袁代理中心总账会计对

村民参与决策和监督袁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袁群众满

原始凭证及附件进行初审袁并进行预算审查遥 符合

意度提升袁事关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的信访件大幅

拨款条件的袁填写村级资金支付申请单袁交由银行

下降袁一大批矛盾纠纷得到化解遥 采取野线上冶阳光村

会计进行复核袁在系统内支付或送银行办理遥 银行会

务微信公众号和有线电视公开+野线下冶 村务公开栏

计保管村财务负责人私章袁总账会计保管票据和村

2 种方式立体公开袁群众在家里就能实量查询和监

委会财务章 遥
[2]

1.4 强化监管袁构建阳光野三资冶

督袁村级权力运行阳光透明袁群众对野三资冶管理更加

放心遥 通过廉政风险点排查袁规范管理流程袁堵塞制

实施村级权力运行阳光工程袁切实保障村民的

度漏洞袁将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野笼子冶袁从源头上预

知情权尧参与权和监督权遥 一是强化管理监督遥 内部

防违纪违规问题发生袁推进基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对集体资产资源交易尧财务管理尧

和腐败问题整治袁促进村居干部廉洁自律[4]遥

工程项目建设尧民生保障等事项开展事前尧事中尧事

2.3 提升野三资冶管理水平

后监督遥 外部通过代理中心审核把关和检查尧县局财

开展集体资产资源专项整治袁运用现代信息技

务互审尧县审计部门提级审计尧纪监部门巡察等方式袁

术袁进行产权界定袁摸清集体资产资源现状袁分门别

强化农村野三资冶管理监督和再监督遥 二是坚持民主

类建立台账袁强化动态管理袁资产资源底数清清楚

决策遥 制定村集体小微权力清单袁对村级重要事务决

楚遥 村监委对野三资冶管理进行事前尧事中和事后全程

策尧资产资源处置尧土地流转尧阳光惠民尧危房改造尧

监督袁事务所会计和委派会计参与村居经济活动袁加

救灾救助等事项办理进行规范袁依据野四议两公开冶

大了各项制度的执行力度袁确保野三资冶管理的完整

程序办理袁突出农村野三资冶管理的民主决策袁决策过

性尧准确性和真实性遥 坚持选优配强农村财务人员袁

程全程纪实遥三是推行财务公开遥 代理中心每月上传

推进农村财务电算化和野三资冶管理平台建设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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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野三资冶管理流程袁拓宽了公开渠道袁便捷了市尧县尧

体倾斜袁各村建设便民服务中心和文体公园袁把建新

街的实时监管袁推进了野三资冶管理规范化建设 遥

功与为民办实事充分结合袁使乡村宜居宜业袁村民富

[5]

2.4 增强集体经济实力

坚持增收节支袁集体经济实力逐步增强遥 截至

裕富足袁农村党组织凝聚力日益增强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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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提高产品质量袁树立品牌意识遥 相同品种的花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尧加强技术与人才储备尧增强抵御

价格不同袁花的品质决定着花的价格遥 在昆明花卉拍

风险能力尧提高品质尧树立品牌等袁保证企业的良好

卖交易中心袁不同品种的花会根据花苞尧茎秆尧枝叶

持续发展袁从而带动当地农民群众就业增收袁提高当

等生长要素将花分为不同等级袁等级越高价格越高遥

地经济发展水平袁实现乡村振兴尧产业兴旺尧生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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