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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超出承包地总面积的

30%。总体来看，土地流转形势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非

粮化、非农化的不良倾向。我国人多地少，关系到十几亿人

吃饭问题的耕地是头等大事，必须坚决守住红线——

三部委召开高规格视频会议提出——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本报记者 黄晓芳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保护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5 月 26 日，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土资源
部、农业部召开视频会议，就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做好
耕地保护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
资源，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同时，会
议还提出，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要把
好关，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
耕地之实。

专家认为，这表明中央将严格把控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关口，按照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要求，规范和解决耕地占
补平衡和耕地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人多地少，如何保护好关系十
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自然成了头等
大事。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尽
管目前耕地面积数据有所增加，但用于
粮食生产的实有耕地并未增加，我国人
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
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面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占用耕
地的情况，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但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中，一些地方存在
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不到位、占多补少、
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田的现象。

为此，必须加强规划管控和用途管
制，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目前各地
正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有效
控制农地转用规模，控制耕地的不合理
占用，严防工商资本介入土地流转后搞
非农建设。

去年国土资源部门开展的专项督察
发现，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批而未供、供
而未用以及低效闲置等问题，初步统计
全国批而未供土地达 1300 万亩，闲置土
地 105 万亩。为此，我国将充分挖掘存量
建设用地潜力，努力缓减新增建设用地
对占用耕地的压力，严格落实占补平衡，

确保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双到位。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引导农村

土 地 有 序 流 转 ， 要 坚 决 防 止 “ 非 粮
化”、“非农化”。

据悉，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已经超过承包地总面积的 30%，出现了
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一些地方
热衷搞行政和推动，片面追求流转速度
和超大规模经营，一些工商资本进入农
业后，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租赁农地，与
农民争利，有的已经出现经营不善、引
发社会矛盾，有的土地流转后进行非农
建设，破坏耕地资源。

为此，去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对此进
行了明令禁止，但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
存在有规不依的现象。

专家表示，农业规模经营可以有
多种形式，除土地流转外，还可以通
过发展农户间的联合与合作以及农业
社会化服务，来提高组织化和规模化
水平。

但在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过程中，
也要防止土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特
别是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
产创建示范区，更要守住这条底线。工
商资本下乡应致力于发展适合企业化经
营的现代种养业和农业服务业。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产业主要包括
农产品加工储运营销、农业社会化服
务、良种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
化养殖，以及农村“四荒”资源开发、
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环境
治理和生态修复等。

近日，中央农办、国土资源部、农
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
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
见》， 对 工 商 资 本 下 乡 提 出 了 监 管 细
则，严格规范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期限
和面积会有明确的上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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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大湾乡南岸村，植

保无人机在进行药剂喷洒演示。当日，由广西壮族自治

区农业厅植保站主办的广西现代植保机械应用技术现

场展示活动在来宾市大湾乡南岸村举行，吸引了全国

110多名农技专家、10多个植保机械厂家参加。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当前，一些地方农村土地流转出现

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有长时间

整村整组大面积流转土地的，有工商资

本流转土地搞非农建设的，有流转后经

营不佳而弃耕毁约的⋯⋯对此，绝不能

听之任之，必须守住一条底线，即防范

可能出现的非农化问题，确保不损害农

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

要重视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

权益不能受损。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土地是否

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

决策权都在农民，流转收益归承包农户

所有，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都不能越俎

代庖。不能脱离客观条件，采取人为定

任务、下指标或纳入政绩考核等方式来

推动土地流转。

改造传统农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是必要的。但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应在

最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环节，把一般种养

环节留给农民，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

不能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租种承包地，尤

其不能触碰土地“非农化”的底线。

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必须严格落

实耕地保护责任制，确保农地农用。近

年来，四川成都市探索建立了耕地保护

基金制度，对基本农田每年每亩补贴

400 元。按 10%提取耕地流转担保资金

和农业保险补贴，90%直接发放到农户

的耕保资金卡上。如果农户把耕地破坏

了，或者流转土地的人破坏了，就得不

到耕保金。这值得各地借鉴。

流转农地不能任性
乔金亮

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不懈努力中得到改善。北京
市环保局日前公布的一组数据值得一看：今年前 4 个
月，北京细颗粒物 （PM2.5） 同比下降 19.0%；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同比分别
下降 43.1%、13.7%和 12.3%。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57
天，占总天数的 47.5%，同比增加 8 天；空气重污染
天数减少 42%。

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原因何在？专家表示，内部挖
潜、区域协同、气象条件较好均有贡献。

“污染减排措施的环境效益正在持续释放。”北京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北京的主要污染物中，
二氧化硫降幅最为显著，这与大力压减燃煤的努力分
不开。目前，燃煤的特征污染物二氧化硫浓度在一季
度实现了历史同期最低。3 月中旬，京能、国华两家
燃煤电厂关停，年压减燃煤 460 万吨，促进了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仅去年一年，北京就淘汰老旧机动车 47.6 万
辆、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6595 蒸吨，力度前所未
有。在这些措施推动下，全市二氧化氮浓度在近年保
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今年前 4个月降幅达 13.7%。

目前，北京正按照既定的大气污染治理路线，全
面推进 3500 蒸吨锅炉煤改气、20 万辆老旧车淘汰、
300 家污染企业淘汰退出、压缩水泥产能 150 万吨等
重点治理减排工程的实施，重点加快东西城区无煤
化、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农村及城乡接合部散煤
治理、重型柴油车污染控制等难点任务的推进实施，
力争尽早发挥环境效益。

北京空气质量改善除了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区域
协同作战。以前，北京相当一部分大气污染物来自外
埠的污染传输。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
作小组领导下的联防联控，使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空
气质量均呈现改善趋势，区域性空气重污染发生频率
明显降低，区域传输对北京空气质量的影响有所
减弱。

空气质量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北京空气质量改
善除了“人努力”，还需要“天帮忙”。虽然今年春季
沙尘天气的频次和强度有所增加，但总体看，气温同
比偏低、北风频率有所增加、逆温天气明显减少，气
象条件总体比去年同期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为空气质
量的进一步改善发挥了正面作用。

人努力 天帮忙

北京前 4 月 PM2.5 同比降 19%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刚刚在广州落幕的第十七届中国科
协年会，让此次科技盛会染上了更多经
济色彩，在“创新驱动先行”的年会主
旨下，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突出热点。

在本届科协年会的大会特邀报告中，
科技部部长万钢透露，目前《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正在修订，主要内容包括 4 方
面：一是加强科技成果信息发布；二是引
导和激励科研机构积极转化科研成果，要
求完善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分配制度，
规定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高校对其持有

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
者作价投资；三是强化企业在科技成果转
化中的主体作用；四是加强对于科技成果
的转化服务。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了高
校科研机构可以自主转让成果，同时对
科技人员的成就和贡献给予相应的报酬
和奖励。科技成果转化难是我国科技界
公认的现状，大量科技成果沉睡在实验
室和档案室。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审批，
手续复杂时间长，常将“成果”拖成

“陈果”，失去市场价值；成果转化风险
大，若失败还将被视作“国有资产流
失”；成果转化个人收益少，还牵扯精力
影响职称评定⋯⋯这些科技成果转化的

“束缚”，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修
订完成后，都将彻底解决。

“科研人员面向市场开展研发和转化
成果的动力不足，核心问题是激励不到
位。要积极推动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
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将研
发人员的收益比例从 20%提到 50%。强

化对科技人员的股权、期权、分红权激
励。让创新人才通过成果转化实现合理
回报，实现财富事业的双丰收。”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

他认为，要充分释放创新潜力和活
力，重点是做到“三个松绑”：一是给科
学家松绑，营造符合创新规律的科研环
境；二是给产业松绑，支持和鼓励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三是给企业松
绑，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
用，尊重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规律。

科技成果转化迎来加速度
本报记者 佘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