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推进农村改革，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规模化经营。我们村委会组织成立合作社，

把村民承包的土地流转过来，种植绿色无公

害特种蔬菜，培育优质水果，实现了标准化、

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

不久前，我们根据发展需要，在村里牵头

成立合作社，注册了南昌县三江源蔬菜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蔬菜生产、加工和销售。合作

社经营耕地 2618 亩，年生产绿色无公害蔬菜

15700 吨，年实现销售收入 4700 万元，带动农

户 500 余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目前，三江镇已成为南昌市重要的二线蔬菜

生产基地和江西省首批认定的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全镇 2 万亩耕地经检测均达国家发

展绿色食品 A 级环境标准：被农业部认定为

无公害产品的有水蕹、黄瓜，指标检测达到绿

色食品要求的有荸荠。现在，三江镇常年从

事蔬菜营销的有 1620余人。

农户以前在家种植水稻，一年也就是 1

万多元的收入。现在，地有合作社负责打

理，家门口建起了蔬菜合作基地，多数村民

转变为“工人”，不仅可以拿到土地租金，每

月还可以固定领取工资。我们农民实实在

在地享受到了党的好政策，农村改革真正富

了农民。

（本报记者 黄俊毅整理）

厘清旧账早确权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农村改革真正富了农民

江西省南昌县三江镇源溪村支部书记

徐仔则：

眼下，江西省南昌县正抓紧落实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难，难
在化解矛盾。“对这些问题，我们按保持稳
定、尊重历史、依据现实、分类处理的原则，
依法妥善解决，真正做到‘纠纷不出组，矛
盾不出村’。”南昌县委书记郭毅说。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涉及南
昌县 263 个村、2301 个村民小组，涉及农
户 16.5万户，涉及耕地面积约 120万亩、二
轮承包面积 93.56 万亩。土地确权工作政
策性强、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为确保工作
的稳妥推进，南昌县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县、
乡、村三级都相应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
长的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县政府将工作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划拨
工作经费 3521万元。

通过乡、村、组大量细致的工作，目前
已成功调处矛盾纠纷 2389 起，有效缓解了
村民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农村的稳定，为土
地确权工作的顺利推进打下了扎实基础。

目前，南昌县除土地被征用的 9 个村
无需开展土地确权外，其余 254 个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各阶段性工作正在依
法依规平稳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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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县抓紧落实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新一轮农村改革“三箭齐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常 理

对亿万农民来说，2015年将成为不寻常的一年。从深化以土地流转和确权登记颁证为重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农村改革试

验区试点扩容，再到以供销社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流通体系改革，新一轮农村改革“三箭齐发”、全面推进，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

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为农业发展增添新动力。

土地流转总体平稳有序

土 地 流 转 是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改 革 的 重
点，也是亿万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今年 4
月，农业部会同中央农办、国土资源部、
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对工
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
提出建立上限控制、分级备案、审查审
核、风险保障金和事中事后监管五项制度。

“文件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工商资本有序
进入农业，防范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非农
化问题，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
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
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说，随着文件精神的落
实，目前，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总体平稳有
序，政策界限清晰明确，政府指导服务力度
加大，市场决定作用增强；社会资本参与流
转的积极性仍在上升，理性选择和规范操作
意识增强。

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土地流转规范化
程度提高，流转合同签订率约占三分之
二；适度规模经营继续发展，50 亩以上的
农户达 341 万户，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3.5 亿
亩，占耕地家庭承包合同面积的四分之
一；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持续发育，全国
1324个县 （区、市）、1.73万个乡镇设立了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流转纠纷得到有效调
处，2411 个县 （区、市） 设立了农村土地
承包仲裁委员会，调处土地流转纠纷 9.17
万件，占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总量的 36.1%。

如果说土地流转是规模经营的基础，
土地确权登记则是基础的基础。在去年山
东 、 四 川 、 安 徽 等 3 省 整 省 试 点 的 基 础

上，今年再选择江苏、江西、湖北等 9 省
扩大整省试点，其他省份结合实际，扩大
以县为单位的整体试点。截至 3 月底，全
国 2065 个县 （区、市） 开展了试点，涉及
1.5 万个乡镇、24 万个村，分别占应开展
县、乡、村的 73%、42%、40%，已经完
成实测耕地面积 2.9 亿亩，确权面积 2.2 亿
亩。

山东省高青县因村施策，已经平稳完
成 700 个村的确权登记颁证任务。在该县
常家镇郑庙村，记者见到了村民李友明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62 亩承包地，分散
在 5 个地块，每个地块的名称、编码、实
测面积以及相邻的地块名称、坐标位置标
注得十分清晰。在镇经管站备案的确权登
记材料里，不但有他签字确认的户主代表
声明书、确认书、公示无异议声明书，还
附带了公示照片、户主身份证与户口本复
印件等。

记者了解到，土地确权登记做到了不
增加农民负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一
律由各级财政承担，不向农民收取任何费
用。据介绍，农业部今年配合财政部制定
了 《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中央财
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补助对象、方式、
标准和期限。截至 5 月底，中央财政 2015
年专项补助经费 45.8 亿元，已全部下拨到
各省级财政。

农村改革试验区发挥示范效应

去年 11 月，农业部等 13 部门联合批复
了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和试验任务，确定北

京市通州区等34个地区为第二批农村改革试
验区，与河北省玉田县等9个首批农村改革试
验区分别承担 14项改革试验任务。目前，新
形势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数量达到 58个，试
验内容涵盖了农村改革各主要领域。

“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中央推进农村改革
试点试验的综合平台，为了集中力量，在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实现突
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农业
部政法司司长张天佐介绍，试验区在探索试
验过程中，立足当地实际，不断完善制度设
计，一些领域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些
做法已经发挥了示范效应。

在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方面，相关试
验区围绕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着力破解当前
农村存在的融资难、担保难、金融服务薄弱、
金融总量不足、信用环境不佳等问题，金融
服务“三农”的水平明显增强。

四川省成都市创新第三方蔬菜离地价
格采集机制，探索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这一
创新型农险工具。该市龙泉驿区斑竹村的
蔬菜大户廖兵首批投保了蔬菜价格指数保
险。廖兵说，此前的农业保险只补偿自然灾
害损失，不保价格波动。成都市财政局、农
委联合推动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试点，给每
个蔬菜约定一个离地价格为保险价格，当实
际离地价格低于保险价格时，视为事故发
生，保险公司介入定损，给参保的菜农吃下
了定心丸。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相关试验区
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创造条件
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多种形式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建立产权交易市
场、开展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化改革等方面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安徽省定远县创新
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机制，成立了 6 个乡镇水
利水产技术服务中心站，构建了以中心站水
利员、村级水管员、用水协会会员为主体，以
县水利部门、乡中心站、村水管员、农民及用
水者协会等参与的四级基层水利便民服务
体系。

“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信凯
对多个试验区进行了跟踪调研。他告诉记
者，要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要求，从实际出发，
进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鼓励从实际出发，
探索发展股份合作的不同形式和途径。对
于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明晰集体产权归属，
将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探索
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对于非经营性资产，重
点是探索集体统一运营管理的有效机制，更
好地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公益性服务。

农村流通改革搭上互联网快车

前不久，陕西省乾县 500 万公斤大葱滞
销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以前最高每
公斤大葱可以卖 2 元钱，现在卖一毛多钱都
没人要！”看着家里成捆的大葱，村民们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引起了陕西省供销社
的重视，他们很快组织了 40 多辆“蔬菜直通
车”开往当地。经过协商，供销社最终以每
公斤 0.6 元的价格收购了大葱，并搭建起了
大葱临时直销店，同时通过网上销售渠道，
开展线上线下联合销售，很快物美价廉的大
葱就被一抢而空。

流通环节连接社会生产和消费，流通效
率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我国很多农村
地区交通不便，流通困难成为制约农产品销
售的瓶颈。同时，农村流通领域提供社会化
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较分散，服务功能相对
较弱，需要在农村培育一个成体系、有规模
的经济组织承担职责。在互联网蓬勃发展
的今天，传统的以超市、仓储为主的线下流
通方式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这
些都意味着农村流通体系面临巨大变革。

国家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农村流通体
系改革。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到要
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提出支持电商、物流、
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这为我国农村流通体系改革指明了方
向。今年 4 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供
销合作社农产品流通网络建设，创新流通方
式，推进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顺应商业模
式和消费方式深刻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
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形成网上交易、仓储
物流、终端配送一体化经营，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

记者了解到，中华供销合作总社拥有 30
多万个综合服务社、100 多万个经营服务网
点，是我国农业流通领域的主力军。据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社长邹天敬介绍，今年
三季度内，供销社将推出全国性电商平台，
把全系统的线下实体资源尽快整合起来，将
网点的数量优势转变为网络的系统优势。

推动农村流通体系改革，加快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需要多部门共同努力。据商务部
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孔令羽介绍，商务部
将会同财政部主动适应互联网信息化发展
趋 势 ，推 动 电 子 商 务 新 型 模 式 在 农 村 发
展，利用网络重新构建升级版的“万村千
乡”。同时，将继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的
综合示范工作，2015 年财政资金达到 20 亿
元，支持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和东部，共涉及
200个县（区、市）。

①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台李村村民李宝明拿着到手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显得无比高兴。自家的 5 亩多地可以放心流转给本村

的大户了。

②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加快推进，大马力收割机越来越受

到农民欢迎。图为参加“三夏”跨区作业的稻麦联合收割机。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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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中央农办、国土资源部、工商
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工商资
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