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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动态】 

 

 “村企合一”模式  见证新型农村 

 

2017 年 12 月 1日，按照精准扶贫“村官”培训班课程的

安排，九台农商银行组织全体学员分别到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

责任公司、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公司参观学习。 

早上 6:30 时从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出发，经过近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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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车程，到达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先到东福

米业农产品展厅和现代农业信息化监控中心参观。展厅里，一

面荣誉墙，记载了东福集团的每一次成就，里面陈列着种类繁

多的超级水稻、有机大米、绿色大米、杂粮礼盒、坚果礼盒等，

全部都是东福集团的产品，展现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的实力；在信息化监控中心，通过远程监控设备，看到高

端的现代化农业设备、高科技农机具、成片的农田等，视频界

面上不仅能清晰地看到农田里的一草一木，还附带田地的温度、

土壤湿度、每个时点的温差等，使现代科技与信息化平台有机

结合。 

随后，学员们参观了东福集团果蔬温室和神农温泉。种类

繁多的鲜花、热带水果树茂盛生长，枝头上挂着未成熟的水果：

有木瓜、柚子、香蕉、菠萝、百香果等；神农温泉，各种汤浴

尽显眼前，一派生态、自然、舒适、放松的感觉。 

 

 

 

 

 
 

图为学员参观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公司。 

经工作人员介绍，东福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村企

合一”的发展模式下，使孤店子镇大荒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东福集团董事长刘延东当选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党委书

记，东福集团通过土地流转使大荒地村的土地实现了集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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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福集团，以米业为龙头，发展温泉和旅游业，见证了“村企

合一”模式下的新型农村转型。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东

福米业依然大踏步向前。 

下午 13:30 时左右来到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公司，工

作人员首先介绍了开犁易农宝，随后，参观了专家热线服务区

和电商服务站监控中心。开犁易农宝是由吉林移动公司与吉林

省农委联合打造，整合了各领域联盟单位资源优势，利用互联

网，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产品。主要包括农业生

产、农民生活、农村经营、涉农管理四大类，解决农民买卖难

问题，真正实现便民、利民、惠民。开犁易农宝平台上，有专

家指导区域，不同领域农业专家线上实时指导，保证农民第一

时间获取专业的农业知识。 

通过考察学习，全体参训学员都深刻感受到了新型农村的

巨大变化，新型农业以及信息化平台对农村、农业发展的强大

促进作用，开拓视野，创新思路，纷纷表示要全面掌握国家惠

农政策，借鉴学习新型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强化“村官”岗

位的认知，争取把学习到的经验，应用到日后的工作中，推进

九台农商银行精准扶贫“村官”战略任务的有效开展，切实履

行好一名九商精准扶贫“村官”的职责，不辜负九商的培养。 

（总行教育培训部  张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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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村官”培训班全体学员参观陈家店村 

 

2017 年 12 月 2 日上午，在陈家店村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

地蒋鸿丽副主任的陪同下，全体精准扶贫“村官”学员参观了

陈家店村众一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嘉和社区和智能温室。 

从蒋副主任的讲述中，学员们了解到：近年来，在国家、

省、市、县的大力支持、指导和帮助下，在林青远书记的带领

下，陈家店村人不断探索和前进，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在经

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图为学员参观陈家店村众一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嘉和社区和智能温室 

众一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机社”）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采取独立经营、村党委监督的方式运行。

农机社从成立之初的走式玉米收割机 6 台，轮式大马力拖拉机

6 台，履带式拖拉机 2 台，发展到现在拥有大型机械 160 台套，

其中包括自走式玉米收割机 30 台，轮式大马力拖拉机 27 台，

免耕播种机 12 台，深松整地机 2 台，农药喷洒机 6 台，卷移

式喷灌机 7 台，平台自卸车 6 台等。目前农机社固定资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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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500 万元。 

在参观嘉和社区时，一进入居委会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双侧的墙板上挂满了近几年来陈家店村获得近百项荣誉

奖状，“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科技示范村”、“全国农机合作

社示范社”、“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试

点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从 2011 年开始，

陈家店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实施，有 80%的村民已集

中入住嘉和社区。嘉禾社区共建居民楼 23 栋，总投资 2.7 亿，

总建筑面积 14.95 万平方米。嘉和社区采用一站式服务大厅方

式办公，内设农家书屋、卫生室、银行、餐厅、会议室、调解

室、超市及便民服务台。蒋副主任讲到，在全社区安装煤气管

道期间，为了便于村民安装入户，社区工作人员甚至主动到煤

气管道安装公司沟通要求，管道安装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办公，

真正的给社区居住的居民提供便利。 

而智能温室的参观更是让学员们大开眼界，以太阳能、浅

层地热能等“蓄热保温”为能源，实现蔬菜冬季生产。参观当

天室外温度已经达到零下 15︒，智能温室内却温暖如春，各

种反季蔬菜瓜果一应俱全，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盎然景象，蒋

副主任介绍到：这些温室蔬菜大都是给市里的大型酒店特别供

应的，由于温室成本较高，所以推出的蔬菜瓜果，无论品质还

是种类，一般都针对星级酒店走高端路线。 

参观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像陈家店村这样的新农村

面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我们今后开展农村工作的努力

方向。而如何结合土地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如何发展三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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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总行教育培训部  宋超） 

 

【培训心得】 
 

扶贫攻坚 推动转型 实现共赢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动

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

贫、真脱贫。我们九台农商银行作为地

方金融机构和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各

地区各支行的各个条线抽调了 48 名业务骨干，组成了九台农

商银行精准扶贫“村官”培训班，共同学习当前的农村形势、

农业政策以及农村工作应该如何开展等课程，为以后深入农村

助力农村脱贫攻坚打好基础。感谢行党委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

在这十天的学习中我收获满满，让我对农村的现状有了一个全

新的认识，深刻理解了村官的意义，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也是

加快我行经营转型、持续发展的一次重要时机，同时这也是让

我增长知识，为以后发展奠定基础的一次机会。 

在这十天的培训中，白天我们学习陈家店村的发展历程、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政策解读、驻村干部如何助力脱贫攻坚等课

图为本文作者纪风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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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晚上我们观看“马向阳下乡记”、“苦乐村官”这两部电视

剧，最后还实地参观了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公司、吉林省农业

综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及陈家店村。通过这十天的培训让我

了解了当下贫困农村的现状真正不容乐观，也看到了当前国家

出台一系列扶贫政策，真正实现农村脱贫攻坚的决心，也明白

了农村工作应该如何开展，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方法助力农

村脱贫攻坚，同时也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后给农村

带来的巨大转变。 

在以后深入到农村后我要牢记重托、不辱使命，用我的所

学结合自身特长，脚踏实地的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做到： 

1、摆正心态、融入农村。克服浮躁的心理以及畏难的情

绪，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步开展工作，做到手勤、腿勤、

嘴勤、眼勤，做一名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的村官，真正的

扎根农村、服务农村。 

2、继续学习有关三农知识、国家政策以及市场供求等方

面的知识。做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成为真正农民技能

提升的辅导员。 

3、深入开展调研，做好农村发展的调研员。了解每一户

村民的家庭人口情况、年收入情况；了解当地土地资源情况、

水利资源情况、养殖情况、特色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建立走访

档案，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做到精准定位，精准扶贫。 

4、明确自身责任，定好自身位置。协助村两委班子成员

统一思想、团结一心，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做好村两委的办

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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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密切联系群众。迈进村民的大门，听取群众建议以及

群众诉求，不讲官话、套话、城里话，真正摸清农民群众的心。 

6、上下沟通、左右协调，做好产业对接的协调员。在深

入了解贫困村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协助

扶贫企业沟通对接，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扶贫项目尽快落地。 

7、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做好村风文化的引领员。通

过各种方法和途径，逐步向农民群众渗透外界先进的信息、产

品和理念，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和信心。 

8、大力宣传我行品牌、文化、产品以及服务，挖掘农村

资源，坚持扶贫到哪里，市场就培育到哪里。通过宣传金融知

识以及了解农民群众的各种需求，对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做到用自己的品牌发展自己的业务，思想与业务紧密相连。 

脱贫攻坚，推进我行经营转型任重而道远。作为九台农商

行首期精准扶贫“村官”培训班的一员，我一定牢记行党委重

托，不辱使命，做好脱贫攻坚和推进我行经营转型的排头兵，

脚踏实地、不畏艰难，力争把所包保的贫困村转变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农村。把我

们九台农商行的品牌和业务推向农村，真正的服务三农、助力

小微企业，助力我行经营转型，同时不断学习和积累基层工作

经验，让今天的积累成为明天的财富。 

（精准扶贫“村官”培训班  松原分行  纪风骕） 

 

 
内部发送：各领导，各部室，各支行。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总行教育培训部。                              2017 年 1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