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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春耕备播时，田间地头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河北省深州市马
家湾村的马超夫妇却安心在村里做
起了小生意。马超说：“以前农忙时，
农活和生意两头顾不好，如今，我家
10 余亩地全部交给‘农田保姆’托
管，省心、省力，还有收入保障！”如
今，深州市越来越多的农户把自家农
田交由“农田保姆”托管，安心当起了

“甩手掌柜”。
马超所说的“农田保姆”是深州

市众联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2016
年，在深州市政府和农机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深州市世威农机专业合作
社、潘家村潘峰农机专业合作社、东
达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创办深州市
众联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通过与
农户签订土地托管合同，提供耕、种、
管、收“一条龙”服务，构筑起集农机、
农资、农艺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使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

联合社负责人王磊介绍，“联合

社的宗旨是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托管
合同明确两季每亩保底产量 2000
斤。为此，联合社专门成立了众联农
业科技和东磊农机销售两家公司，分
别负责农资采购、农机采购和销售、
农机手培训等，建立起科技支撑、全
程农业机械化‘双轮驱动’模式，保证
托管农田的服务质量”。

联合社成立后受到当地农民的
广泛欢迎。马家湾村村民马明肥把
自家农田全部托管，如今在附近一家
公司打工，不仅保证了农田的收益，
还额外增加了一份收入。

为保证托管质量，真正让农户放
心，联合社在每个作业村设立一名区
域负责人，协调做好各项作业地块的
确认、作业质量等工作。同时，联合
社设立了作业回访制度，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对作业进行检查，确保作业质
量。目前，联合社分别在该市大屯
镇、王家井镇、前磨头镇、魏家桥镇等
乡镇建立了托管示范点，新签托管订
单3000多亩。

王磊表示，下一步，联合社将争
取年内完成土地托管10000亩、5年
内托管总面积达到5万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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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深州市支持合作社推进规模发展，农民纷纷表示

自家地托管给“农田保姆”，放心！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高占峰

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
乡村的认知。这个认知，与每个人
的经历经验、情感情思、学识素养交
织在一起，就有了远近高低、色彩斑
斓。如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开始
实施，许多人埋在心底的感情，如蜿
蜒的细流汇聚成河，奔涌荡漾，对

“乡村”便又增加了更多新的想象与
期许。

在因外出求学、务工或者其他
原因从小便离开乡村的游子眼中，
乡村是亲切的、柔和的，蕴含许多既
能表白又难以言说的情愫、寄托与
希望。这个乡村，无论富裕或贫穷、
热闹或落寞、向往或疏离，也无论自
己能否再回去、是否愿回去，唯愿乡
村更美好的心态构成了大家对乡村
共同的情怀与乡愁。

在来回奔走、上传下达、亲力亲
为的乡村干部眼中，乡村是繁杂的，
也是现实的，因为这里是他们工作
的平台和事业的舞台，理性冷静既
是职业素养也是工作要求。在这
里，乡愁可能具体到一条小沟的整
治，乡情可能是今年的水稻价钱好
不好，必须脚踏实地才能梦想成
真。在他们心中，乡村可能被细分
为人口乡村、土地乡村、产业乡村、
收入乡村、居住乡村、文化乡村，每
一栏都是成绩也都是困难，尽管条
件有好坏、能力有大小、方法有优
劣，但他们的努力在年胜一年的变
化中已经显现出来。

游子心中的乡村，是个人体验
式的乡村，更多是心灵独白式的寄
托。乡村干部心中的乡村，更多是

工作对象，是规划目标，行动与改造
是他们追求美丽乡村的不二选择。
但需要看到的是，他们对乡村美丽
的追求，更多是外部审视性的。而
乡村中最大的群体，还是土生土长
的农民。

现在的乡村怎么样，农民最有
感受，最有发言权，尽管许多时候许
多地方并不是他们在发声。生于斯
长于斯的酸甜苦辣、老于斯死于斯
的春夏秋冬，使农民最理解乡村社
区的深绿浅黄。或许乡村的变化没
有游子们希冀的那么梦幻，或许村
民的觉悟难以达到干部们追求的高
度，但乡村在变，田野在变，生活在
变，需求在变，最能感知这种变化
的，最为身在其中的，不是别人，是
农民。对地地道道的农民来说，乡村
就是生活的全部，无论乡村怎么改
造改变，让日子更轻松自在、更美好
舒坦都是不变的内核。所以，振兴乡
村过程中，不能玩花架子还笑话农
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因此，今天的乡村，其实是不同
人群内心追求与外部改造共同着力
的结果，既是自然历史形成，也是时
代力量驱使。不同的人群，在面对
乡村时都有理性客观的一面，也有
感性主观的一面，就看能否做到取
其精华、去其盲目。新时代乡村振
兴战略的旗帜正高高飘扬，需要我
们在这一整体战略指引下，既美美
与共，又各美其美，既尊重青山绿
水，也尊重人心向往，尤其是，在尊
重不同人群的美好追求时要把农民
主体地位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振兴乡村要多尊重

农民的需求和感受
□ 瞿长福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响导乡唐井村的万亩桃林桃花次第绽放，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赏花，图为游客在用手机拍照。 许庆勇摄

万亩桃花醉游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内容中，有多项与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新形势
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
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地制度改
革今年有哪些新举措？改革要坚持
哪些底线？如何稳妥推进？各方利
益如何得到保障？

土地延包吃下“定心丸”

承包地将坚持大稳定、小调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将这一政策落到
实处。辽宁大学土地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张广辉副教授认为，这有助于保
障农民对承包地收益、流转以及经营
权抵押、担保等权利，真正使土地资
产“活”起来。

“这等于国家给了我家好几万元
的红包！”当延长承包期的消息传到
江西新干县金川镇流坑村时，彭银如
全家都非常激动。老彭的儿子儿媳
都外出务工，并在城里买了新房安了
家，老两口上了年纪，家里15余亩田
靠老两口是种不动了，想流转出去赚
点稳定的租金，可又担心地转出去后
收不回，“这下可以放心了，土地也可
以让能手来种植”。

对彭银如来说是“定心丸”，对新
干县大洋洲镇夏塘村的种粮大户杨
建军来说，就是“活络丹”。他已承包
土地800多亩，成立了嘉实家庭农场
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了
2500 多平方米的工厂化育秧大棚，

“眼看着离第二轮承包到期就剩 10
年了，万一地收回去，我这投入就‘打
水漂’了。现在政策定了，我可以踏踏

实实干下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先

后进行了两轮承包，二轮承包到期后
再延 30 年，将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长达75年。农业农村部经管司
司长张红宇说，这体现了“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对拥有
承包地的普通农户及流转承包地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起到稳预期的作
用。到期时间大体是第二个百年目
标实现的时候，国家的经济社会结
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都会发生更
大变化，也为届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
策预留了空间。

记者了解到，围绕土地承包延
期，也有部分农民提出自己的关心：

家里人口增加了能再分到地吗？举
家进城落户后承包地会不会收回？

“有些农民确实在二轮承包中没
有拿到地，有多种原因，有的是新增
人口，有的是因出去打工，没有参加
二轮延包。”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明确表示，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农
情，人地矛盾会一直存在。总的原则
还是坚持承包地大稳定、小调整，尊
重农民意愿，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村
集体民主协商解决，总体上承包地要
基本稳定。关于举家进城落户农户
的承包地，现有的政策是退与不退尊
重其自愿，鼓励其依法有偿退回村集
体。到二轮承包到期的时候，也将会
依法和依照农民群众的集体意见来
解决这类问题。

宅基地“三权分置”

不鼓励城里人下乡买房置地

近日，山东高青县芦湖街道菜园
村海创生态园旅游公司经理吴玉杰，
在村里一口气租下了 15 户闲置院

落，专门用来打造精品民宿馆。吴玉
杰告诉记者，一次性租下这么多院
落，这在往年想都不敢想。而把自己
打拼几十年盖起的宅院租给别人，对
于世代为农的村民来说，也确实是一
个不小的转变。

将自家的宅院租给吴玉杰后，村
民吴丙强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头。他
说：“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村里的房
子就一直闲着。卖掉吧，怕以后没了
落脚地；不卖吧，好好的砖瓦房总是
闲着，也可惜；租出去吧，又怕在城里
落了户口，村里把自己的宅基地收回
去。”国家释放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
置”的政策利好后，让这种窘况一下
子反转。“只要依法拥有了宅基地使

用权，房屋租出去就不用怕收不回
来。”高青县国土局副局长董和平的
一席话，解开了吴丙强心里的疙瘩。

吴丙强的话说出了众多农民的
心声，也反映出宅基地制度改革势在
必行。一方面，每年有大量农民离开
农村，土地退出不畅，就出现大量农
房、宅基地常年闲置。中国社科院农
村所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17）》显示，每年因农村人口转
移，新增农村闲置住房 5.94 亿平方
米，折合市场价值约4000亿元。另
一方面，各类主体返乡下乡创业创新
面临“用地难”。以乡村旅游为例，如
果没有土地指标，没有景区配套设
施，就没有空间去发展。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宅基
地“三权分置”是借鉴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办法，在总结有关试点县

（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
个改革任务。当然，宅基地的“三权
分置”与承包地“三权分置”有很大的
不同。承包土地经营权，鼓励流转、
鼓励适度集中，宅基地就不存在鼓励
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

守英表示，现行宅基地制度仅体现了
居住权的保障，而财产权与使用权几
乎没有，这需要赋权扩能。要探索宅
基地“三权分置”具体形式，鼓励各地
结合发展乡村旅游、新产业新业态，
结合下乡返乡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
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办法。

“改革必须守住底线，适度放活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不是让城
里人下乡去买房置地。”韩俊说，不得
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要严格实行土
地的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
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同时，要依
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权，
不能强迫农民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
为前提进城落户。

增减挂钩指标可跨省调剂

土地收益更多流向欠发达地区

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新学堂村
聚居点，杨华弟一家只花了4000元
就住进了100平方米的新居。杨家
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春节前已
搬入新居。去年，嘉陵区在 39 个乡
镇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修建住房
安置区 476 个、涉及 6310 户村民。
2016年，原国土资源部出台政策，省
级贫困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在省
域范围内流转使用。随后，全国首笔
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流转发生在
四川马边县与浙江绍兴市越城区。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
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
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久前，国
办印发了《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
明确了实施细则。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
祥说，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益可以
说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直接用
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较低。通过创新
政策机制，把土地增值收益这块“蛋
糕”切出更大的一块用于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无疑会对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的资金支持。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省份后
备耕地资源匮乏，补充耕地质量不
高，省域内耕地占补平衡难度越来
越大，迫切要求拓宽补充耕地的来
源。在东部沿海某省份，未利用土
地有900万亩，但真正可以开垦为
耕地的只有40万亩，省域内搞占补
平衡已经很难继续，对这项政策有
很强的需求。

按照新政，补充耕地跨省统筹
方面，由中央部委充当指标调剂的
中间人，以占用耕地类型确定基准
价，依据指标需求者经济发达程度
收取不同的补偿费用。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跨省调剂方面，量、价均由
中央部委指定，不是供需双方自由
竞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
部部长叶兴庆表示，改革的实质是在
全国范围内实现土地增值收益从发
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化地
区流向非城市化地区。他提醒，资源
是最宝贵的，欠发达地区要从长计
议，不能为了眼前的收益把指标全部
腾挪给发达地区，而要为自己未来发
展留下用地空间。

今年，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提速扩面

吃下“定心丸”用好“活络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

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多项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内

容。今年的土地新政将有什么样的特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又将向何处去

又是一年苹果花开，河南省三
门峡灵宝市寺河乡花开漫山遍野，
4月7日，灵宝举办的首届苹果花节
在这里拉开序幕。

“灵宝市先后举办过多届果品
宣传推介活动，但范围较小，影响有
限。为进一步整合提升灵宝苹果资
源，擦亮灵宝苹果名片，我们举办了
首届苹果花节。”灵宝市委书记孙淑
芳介绍说。

在苹果花节现场，定制苹果、苹
果花茶、苹果花粉、苹果木食用菌棒
等全产业链产品琳琅满目；矮砧苹
果高科技生产技术和机械化采摘等
科技成果让游客赞叹。

灵宝市永辉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开始涉足电商销售，苹果花
节开幕当天，该公司与顺丰就网上
鲜果供应配送签订合作协议，与京
东就合作建设灵宝苹果旗舰店签
订合作协议。顺丰豫南区项目经
理宴建华表示，“我们将逐步达成
深度合作，让更多的灵宝苹果‘飞’
出大山”。

苹果花节上，来自河南省的77
家大型商超和果品经销商与灵宝的
苹果专业合作社对接洽谈；全国57
家商超与灵宝市政府、园艺局、苹果
合作社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
成意向采购苹果5600余吨。

据统计，目前灵宝果品总面积

115 万亩，其中苹果面积 90 万亩，
年产 14 亿公斤。为打造“灵宝苹
果”品牌，灵宝市依托浙江大学、中
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制定了

《灵宝苹果品牌发展战略规划》，并
根据规划出台了年度推进计划，为
品牌建设指明发展方向。

按照“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科
学决策、品牌营销”的思路，灵宝市
依托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西北农大园艺学院等为苹果产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灵宝市市长
何军介绍，灵宝建立了市、乡、村三
级技术服务体系，“多次邀请专家教
授，培训果树管理人才上万人。每
年投入资金近千万元，加大品牌扶
持力度”。

在何军看来，苹果品牌的竞争
实质是质量的竞争。“灵宝市通过建
设品牌苹果示范基地，确定苹果质
量安监员，规范操作管理，做好农事
活动记录，加大投入品使用的监管
和新技术的应用力度，从而提高灵
宝苹果内在品质和外观形象，以质
量拓市场、提声誉、创品牌，打造灵
宝苹果品牌基础。”何军告诉记者。

“今后一段时期，灵宝将通过苹
果花节等品牌活动，探索一三产融
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山间果园的
优质资源优势，大力拓展旅游业，全
面振兴乡村经济。”孙淑芳介绍。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村民在明都花卉基地帮业主采摘非洲菊。近年来，四川眉山市彭山区通过规范土地流
转，调动有能力的业主流转土地发展花卉等产业，当地贫困村民在获得流转土地收益后还能在基地务工。 姚永亮摄

河南灵宝市探索一三产融合发展路径

从卖果子到创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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