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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充分保
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现就保持农村土地（指承
包耕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以下简称“长久不变”）提出如下
意见。

一、重要意义

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一直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的方针政策，先后两次延长承
包期限，不断健全相关制度体系，依
法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对党的农村
土地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一）实行“长久不变”有利于巩
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农
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改革开放的

重大成果，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
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生产特
点，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
承包关系稳定，有利于增强农民发展
生产的信心、保障农村长治久安。实
行“长久不变”，顺应了农民愿望，将
为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奠定更为
坚实基础，展现持久制度活力。

（二）实行“长久不变”有利于促
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土地承
包关系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
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巩
固完善。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制，成功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
饱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装备
水平大幅提升，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成
为可能。实行“长久不变”，促进形成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格局，稳定承包
权，维护广大农户的承包权益，放活
经营权，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
作用，有利于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有利于发展多种形式
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化。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主任习近平 11 月 26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
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
接续递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
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突出制度建设
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排查梳理已经
部署各项改革任务的完成情况，又要把四中全会
部署的重要举措及时纳入工作日程，抓紧就党中
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实现改
革举措的有机衔接、融会贯通，确保取得扎扎实实
的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完善农业支
持保护制度的意见》、《关于深化我国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
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评估
报告》。

会议指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
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
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
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
高效公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会议强调，建立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要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
抓手，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可持续发
展、农业投入保障、农业补贴补偿、支农资金使用
管理等方面深化改革，逐步构建符合国情、覆盖全
面、指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配套、操作简便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增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
精准性、稳定性、实效性。

会议指出，医疗保障制度是民生保障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保障基本、促进公平、稳健
持续的原则，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健全
稳健可持续的筹资运行机制，建立管用高效的医
保支付机制，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监管机制，协同
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优化医疗保障公共管
理服务，加快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
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会议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贯通大中小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
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注
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会议指出，要以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目标，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
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
体系、法律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
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导向清晰、决策
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
环境治理体系，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会议强调，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

革，要紧紧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以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
结果运用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教育督导质量和水
平，推动各类主体切实履行教育职责。

会议指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要以增加农业科技服务有效供给、加强供需对
接为着力点，以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效能为目标，推
进农技推广机构服务创新，强化高校与科研院所
服务功能，壮大市场化社会化服务力量，加快构建
开放竞争、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社会化
服务体系。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全
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提供了根本遵
循。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让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
化学反应。要注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对标对表，理清工作思路
和工作抓手，结合四中全会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
一体推动、一体落实。改革已建立制度框架的，要
对照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巩固完善，建立长效机制；
正在探索的要狠抓攻坚克难，实现突破，做好总结
提炼、形成制度安排；有待谋划推出的，要大胆改
革创新，及时研究制定方案。要在精准谋划、精准
实施上下足功夫，改革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推
出、对制度建设有什么作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要把握不同改革的特点性质，坚持出台方案、健全
机制、推进落实一起抓。落实改革方案要因地制
宜、有的放矢，不搞上下“一般粗”，不搞“一刀
切”。要聚焦制度是否有效运转开展督察，看改革
是否实现目标集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要抓紧
编制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成果形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
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有机衔接融会贯通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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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新疆昌吉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财政局向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拨
付了 2019 年度高技能人才培训补贴 34.84 万
元，这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放的第一笔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这笔补贴资金将由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用于198名高技能
人才培训工作。

“除了发放补贴，特变电工还与昌吉技师学

院签订了联合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协议，这
标志着新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已进入快车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
能力建设处处长梁萍说。

今年 9 月初，山东省财政支付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专项资金720万元，对参与培训的6078
名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
进行补贴。这也是山东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实施后，发放的第一笔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
资金。

在陕西，今年7月30日出台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方案、8月初建立行动资金专账。各地市也
迅速行动，其中安康市从专账资金中预拨培训
补贴7.1万元，组织陕西普瑞达电梯有限公司开
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17人。

各地人社部门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作为
稳就业、促就业的重要手段，多措并举加紧推
动各项便民措施落地。继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实现“三到位”（即印发实
施方案、建立行动专账和资金到账）后，各地正

加紧落实“三个一”，即首次利用专账资金开展
培训、首次开展企业职工培训、首次支出专账
资金。

辽宁开展高校毕业生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
培训，鼓励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以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等为主体，重点组织开展数据分析、
软件编程、工业软件、数据安全等数字领域的专
业转换和技能提升培训。

吉林大力开展品牌特色培训，从女性就业
优势特点出发，持续打造“吉林大姐”家政服务
品牌、“吉林巧姐”手工制作品牌和“吉林网姐”
电子商务品牌。

上海扩大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对外开放，通
过落实外商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审批设立
告知承诺办法，加快引进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
和认可度的国（境）外培训机构、培训课程和认
证证书，以提升上
海职业技能培训能
级水平。

（下转第四版）

空中俯瞰初冬时节
的水晶阁景区。水晶阁
坐落在贵州省铜仁市碧
江区锦江河上，进入冬
季，岛上树木五彩斑斓，
鸟儿聚集，绿水中小舟
荡漾，交相辉映，如同一
幅水墨画卷。

胡攀学摄
（中经视觉）

政策介绍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
提出将一定比例的就业补助资金、地方人才经
费和行业产业发展经费中用于职业技能培训的
资金，以及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
元，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对职工等重点
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你培训我补贴 技能升就业稳
本报记者 韩秉志

□ 稳定基本经营制度。不搞土地

私有化，不能侵害农民承包权益

□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把选择权

交给农民，尊重农民首创精神

□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解决

好农业问题也解决好农民问题，既重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不忽视普通农户

□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不搞强迫

命令，不搞一刀切

基本原则

□ 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

营的基本制度长久不变

□ 保持农户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

基本权利长久不变

□ 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

“长久不变”政策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

对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继承和发

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1月初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
旗大地，冬意渐浓。疏林草原上著名
的五角枫繁华落尽，山上铺满厚厚的
落叶，田野里还堆放着打好捆的秸
秆，与蓝天相映衬，静谧而美好。

近年来，科右中旗坚持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并重，通过退耕还林还
草、防沙治沙、农村环境整治等一系
列举措，按下了生态退化的暂停键，
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脱
贫致富新路，2019 年如期实现高质
量脱贫。

生态景观化：
沙地变绿洲 盐碱地变水田

“现在沙尘天气越来越少了，山
越来越绿，草场越来越丰茂，雨水越
来越多，野兔野鸡也比往年多了。”
42岁的额木庭高勒苏木车家营子嘎
查牧民吴吉日嘎拉高兴地向记者讲
述着村里这些年的变化。

在高力板镇赛罕道卜嘎查的一
块荒滩上，柠条在寒风中摇曳。科右
中旗林业局副局长赵伍山说，这里以
前是流动沙丘，每逢刮风就黄沙弥
漫。2019 年，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
目投资 1891 万元助力生态建设，共
计造林2.85万亩，其中柠条2万亩、
沙棘8500 亩，成活率达到92%。今
年中宣部投资100万元在巴彦茫哈
苏木哈吐布其嘎查种植 1500 亩沙
棘，当地政府种植了300亩防控林和

景观林。
生态脆弱是制约科右中旗脱

贫攻坚的重要瓶颈。近年来，科右
中旗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立旗之
本，高度重视生态治理修复，实施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引进蚂
蚁森林防沙治沙项目，把造林绿化
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建
设景观林、农田防护林、经济林和
生态林，实施紫花苜蓿种植项目。
目前，科右中旗 611 万亩沙化土地
中，有 540 万亩得到了有效治理，
有效治理比例达到 88.4%，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在巴彦淖尔苏木双榆树嘎查，一
半以上的耕地以前为盐碱地，不长庄
稼不长草。双榆树嘎查第一书记韩
军带领农牧民实施“旱改水”，把
1300 多亩盐碱地改造为水田，种植
耐盐碱水稻品种，改变了盐碱地绝产
绝收的状况。如今，稻田已经成为双
榆树嘎查一道最美的风景，成为农牧
民脱贫增收的“聚宝盆”。水稻亩产
量 从 2017 年 的 300 多 斤 提 高 到
2019年的800多斤。

为实现生态可持续治理，科右中
旗坚持管护并重，调动贫困群众参与
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
性。全旗聘用了 970 名贫困户做护
林员，每人每年有 1 万元工资，有效
解决贫困群众就业的同时，还能使天
更蓝、草更绿、山更青。

（下转第四版）

念好“生态经”吃上“生态饭”
——内蒙古科右中旗生态治理与

脱贫攻坚调研行（上）
本报记者 刘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