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 王薇薇 责任编辑 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这次给我们的土地确权颁证，明
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保障了承包
权利，这就给我们吃上了‘定心丸’。”湖
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紫溪市镇五一村四
组村民唐自安拿到了颁发的《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后高兴地说，现在有了

“大红本”，可以放心地流转土地，还可
以进行抵押融资，增加财产收入。

东安县是湖南省第一批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试点县。县
农委副主任石友亮说，列入试点县以来，
县里强化政策、队伍、经费“三大保障”，
乡镇、村组干部将打印好的基础数据和
成果资料发放到农户手中，组织农户进
行最终确认和签字盖章，确保人口、地块
信息不重复、不遗漏。截至目前，全县基
本完成301个行政村、57.22万亩的承包
耕地确权登记工作任务。

承包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计保障，

涉及面大，利益关系复杂，确权登记化
解了大量过去沉淀下来的农村土地矛
盾，为促进土地流转建立了基础，得到
了基层群众广泛认同。江西省赣州市
定南县农业和粮食局的调查显示，伴随
土地确权，全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日趋
稳定。当地的新型经营主体更有信心
长期投资土地，更有条件实现绿色发
展；希望留村发展的农民可以扩大流转
土地的规模，发展多种经营，成长为新
型职业农民；愿意外出打工的也可以放
心交给他人打理收取租金。

从全国来看，土地确权摸清了承包
地的家底。按农户与集体签订承包合
同记载内容统计，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
地面积约有 13 亿多亩，全国国土“二
调”相应面积超过 18 亿亩，面积相差 5
亿亩左右。农业农村部经管总站有关
负责人说，通过这次实测，基本解决了

承包地地块面积不准的历史遗留问
题。特别是西部省区和一些山区，原来
承包地账面面积和实际面积出入较
大。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承包地合同
面积为 1064 万亩，此次确认面积 1444
万亩，为原来的136%。

确权登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一方面，农民看到新的权属证书管用，
有的还可以抵押融资，对确权工作的要
求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农村改革不
断深化，确权颁证登记中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山东省农业厅负责人说，山东土
地确权登记进入后期时，一大难点就是

“城中村”“城郊村”“园区村”的土地确
权，比如，对于城郊村，能不能确权确股
不确地？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陈晓华说，农村情况千差万别，改革
既要讲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要讲具体

措施的差异性。在承包地确权中，既考
虑到大多数农村承包地仍是农民重要
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实际，坚持确权确地
为主；又考虑到发达地区多数农民已经
不再经营承包地的特殊性，允许开展确
权确股不确地。

“按照中央要求，除少数民族边疆地
区外，其他省份均应在2018年基本完成
承包地确权工作。”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
赋表示，不仅要按期完成确权登记颁证
任务，还要推进确权成果应用。目前，各
地积极运用确权成果，在推动适度规模
经营、发放涉农补贴、解决贷款难等方面
取得初步成效。本次试点成果来之不
易，为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落实承包期
再延长30年政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
要继续用好用活确权成果，为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承包地有偿退出、互换并地
等提供支撑。

到2018年底确权登记基本收官

农村承包地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将解决
本报记者 乔金亮

2018 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
局之年。以乡村振兴为起点，城乡关系
进入新阶段。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
长赋说，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
的历史契机，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
迁的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
要深入研究乡村，激发发展活力，引导
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乡村产业全面开花

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交易中心，一
场冬雪刚刚飘落，气温降至零下 10 摄
氏度。美团快驴的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
地把一袋袋土豆搬运上车。“一旦春节前
卖不出去，意味着来年要廉价卖给淀粉
厂。”回想起往年土豆收获后却卖不掉的
情况，定西的土豆种植户仍心有余悸。
每年秋收后，是种植户最心急的日子。
但2018年情况不一样了，来自美团点评
旗下的快驴进货平台在定西签下了
3000吨土豆采购大单，首批土豆将发往
重庆、四川，直接送到餐饮商家的后厨。

定西马铃薯走上美团快驴平台是
“互联网+农业”发展的缩影。2018 年
以来，互联网与农业的碰撞更为深入，
发掘了乡村新功能新价值，催生出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
发展司司长曾衍德说，“农业+加工流
通”催生了直供直销、会员农业等延伸
型农业。“农业+信息产业”催生了数字
农业等智慧型农业。据测算，2018 年
农村网络销售额将突破 1.3 万亿元，吸
收 2800 万农民就业；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营业收入超过 8000 亿元，吸引 30
亿人次到乡村休闲度假。

种植业是现代农业的基础，2018
年的特点是调优调绿。“围绕推进绿色
生产，我们在蔬菜大棚中广泛推广天敌
昆虫、授粉昆虫绿色防控技术，设施果
菜熊蜂授粉可以大幅减少农药施用
量。”山东省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
说。2018 年农业农村部推进农药减量
增效。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司长潘
文博介绍，2018 年我国在果菜茶优势
产区选择了 150 个县（市）开展全程绿
色防控试点，实现农药减量增效。2018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
盖率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

“畜禽养殖效益总体较好，增产的
同时又能够增收，十分难得。”据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测算，2018 年出栏一
头活猪平均实现盈利 40 元左右，蛋鸡
养殖效益大约能达到每只赚 30 元，是
历史上少有的好年景。同时，养殖、屠
宰规模化水平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
水平预计可提高到 50%，比上年提高 3
个百分点，快于近年来每年 2个百分点
的平均水平。据对养殖场户生产水平
的定点监测，奶牛单产达到7.4吨，同比
增长 9%。生鲜乳价格回升，奶牛养殖
困难有所缓解。

不仅单项产业有突破，乡村产业集
群也在大量涌现。各地推进要素集聚、
功能集合，打造产业链条首尾相连的产
业园区。江西省永丰县按照“产业园区
化”的理念，从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入手，
推动各产业基地向现代农业园区迈进，
引导其连线成串。目前该县已形成永
吉线现代农业示范区、永鹿线特色产业
示范区、抚吉高速富民产业示范区等 3

条产业带。据统计，2018 年全国已建
成各类乡村产业园 1万多个，聚集了大
量优势企业和品牌；8.7 万家龙头企业
通过建设小产业集群，带动 1亿多小农
户就业增收。

要素支持充分涌流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受益
者，乡村振兴必须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的
积极性。在过去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或
多或少存在重物轻人的现象，只注重农
产品的数量指标增长，不看重务农队伍
素质提高，导致农村人才缺乏。如今，

“农民”两字不应是一种身份，而应是一
种职业。新老农民队伍的绝大多数从
业者怀着对农村的美好向往、对土地的
特殊情感，带来了资金、技术，托起了新
农业、新农村，创造了许多助力乡村振
兴的积极案例。

农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日
前，中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青年人才培
养计划启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
物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曲瑛德表示，乡村
振兴战略对农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
求。为培养创新型农业人才，将采用

“企业家+学生”的创新型模式，为中国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参与该计划
的云种养公司总经理蔡巍介绍，课程涉
及品牌农业、农产品销售、农产品电商
等，为众多学员带来与市场、产业更加
贴合的培训内容。

农业科研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盘
点去年一年的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
士、山东省农科院小麦专家赵振东自豪
地说，该院培育的小麦品种济麦 22，
2018 年夏收面积 1688 万亩，全国累计
推广种植达 2.7 亿亩。近年来，以优质
强筋、抗旱节水为育种目标持续攻关，
先后育成 5 个优质小麦新品种。“我们
围绕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集中力量开
展科技创新。遴选出 300 多名理论水
平和实践经验兼备的专家，组成专家团
到地头指导农业生产。”赵振东说。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
元介绍，各地全面推进以新型职业农民
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评价认定，目前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达到1500万
人，占农村实用人才的75%。农业农村
部、科技部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细

则，让科研人员合法合规分享成果权
益。深入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
计划，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强化农业科
研骨干队伍，目前全国农业科研人才队
伍总体规模达62.7万人。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在乡村
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占比继续下降的
同时，注重优化乡村人口结构和农业
劳动力结构，提高乡村人力资本质
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
部长叶兴庆认为，尤其要优化农业从
业者结构，加快培养新型农业主体带
头人。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
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达到新水平，农村教
育、文化、卫生事业快速发展，水、电、路
建设全面提速，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展
开，农村社会不断焕发新气象。

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健全的法制
体系。围绕乡村振兴，有关部门加快土
地制度改革、农业绿色发展、乡村建设
治理等领域立法建设。截至目前，农业
领域共有法律15部、行政法规29部、部
门规章 148部，积极推动农业农村法律
法规体系完善。

欲美中国，先美乡村。近年来，安
徽凤阳小岗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水平全面提升，改造新建民居 1102
套，新增绿化近百万平方米，建成大包
干纪念馆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大包
干带头人严立学逢人便说：“做梦都没
想到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很满足。”

缩小城乡差距，教育是发力点。宽
阔平坦的操场上孩子在快乐地奔跑，崭
新漂亮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书声，走进
江西鹰潭信江新区周塘村小学，就像步
入一个温馨的家园。“5 年前，村民把孩
子送到城里去上学，学校只有200多名
学生。”校长吴阶胜说，新学校建成后，
很多孩子又回村上学了，目前有 354名
学生。近年来，鹰潭市以改造农村薄弱
学校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新建、改建农村中小
学校448所，城乡教育差距大大缩小。

要想富，先修路。近日，云南省腾
冲市新华乡阿昌族群众身着鲜艳的民
族服饰载歌载舞，庆祝新华乡入乡主干
道公路全面贯通。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副厅长陈跃表示，近年来云南构建起了
较完备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系和农
村公路养护资金增长机制。据介绍，
2018年至2019年，云南计划在27个深
度贫困县 50 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建
设 3.1 万公里硬化路。为“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等正联合开展“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创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局之年

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2018 年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开局之年。这一年，乡村产业全面开花，

不仅单项产业有突破，产业集群也在大

量涌现；这一年，“农民”正在从身份变成

职业，乡村人口结构和农业劳动力结构

逐步优化，乡村人力资本质量走向提高；

这一年，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快速

发展，水、电、路建设全面提速，人居环境

整治全面展开，国有农场改革全面推进，

农村社会不断焕发新气象

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勤力村乡村河道保洁人员清捞侯巷河河道水面垃圾。

与河对岸农户屋后五颜六色的墙绘画构成一幅船在画中游的美景。计海新摄

贵州省赤

水市旺隆镇永

兴村果农在收

获脐橙。

近 年 来 ，

赤水市旺隆、

长沙、石堡等

乡镇党员干部

引导农户种植

和改良优质脐

橙，使之成为

当地农户增收

脱贫的“致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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