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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5年，覆盖全国55万多个行政村——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额超90亿元
生态环境部拟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本版编辑 杜 铭 董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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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版5元纸币将发行

海南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开业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
道：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总结
暨表彰电视电话会议2日在北京召开。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安排进度、健全
配套政策，指导各地在前期村组、乡镇和整
县试点基础上，从2014年开始整省试点并
逐步全面推开，历时5年在全国2838个县
（市、区）、3.4万个乡镇、55万多个行政村基
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9年
组织开展“回头看”进一步巩固成果，将15
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并颁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书，取得显著成效。

作为首批整省推进试点单位，山东省先
行先试，利用3年时间率先基本完成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山东省有关负责
人介绍，以确权数据为基础，全省完成划定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5600万亩任务。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促进
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发展，到2019年底，全省农村土地流转率
达到42.3%，比2012年提高29.7个百分点；
全省家庭农场达7.88万家，农民合作社达
21.46万家。

黑龙江省强化确权登记成果应用，增强
发展活力。黑龙江省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土地确权登记，全省完善家庭承包合同426
万余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5500余件，调处
矛盾纠纷7600多件。建成省级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73个县、区全部建立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累计交易额2.6亿元。依托确权数
据，与金融机构合作，为农民提供低成本、便
捷化的信用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近200亿
元。截至目前，全省土地流转面积超过1.3
亿亩，占耕地面积54%。

为健全技术标准，农业农村部规范工作
流程，明确权属调查、审核公示、完善合同、
颁发证书等“九步工作法”，统一工作规程。
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开展调
查方法试验，制定调查规程，既保证确权精
准又有效降低成本。先后制定1项国家标
准、4项行业标准和10个规范性文件，组织

各地培训技术骨干数百万人次。强化质检
验收，制定成果检查验收办法，指导各地分
期分批开展县市验收，严格把好确权质
量关。

为推动成果应用，农业农村部印发数据
库建设技术指南，完成2838个县级成果汇
交、质检，明确各级土地承包信息平台建设
总体思路和具体要求。目前，全国信息应用
平台已初步建成并实现数据汇总、业务管
理、成果应用、信息共享等功能。农业农村
部还指导各地利用信息平台，方便农民和新
型主体查询，精准发放财政补贴，并配合人
民银行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让农民群
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悉，下一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完善相关制
度，推动解决遗留问题，拓展确权成果应用，
进一步做好承包地管理各项工作；稳妥开展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试点，指导试点地
区探索具体办法，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抓
紧制定配套政策，为全面开展延包工作提供
制度保障。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目前，农业
农村部门已经建立了全国农村土地承包信
息数据库，存储了全国承包地块、承包农
户、承包权人的权属信息，这是一笔宝贵的
数据资源，对于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结构
调整、金融服务、农民权益保护等都具有现
实意义，务必要管好用好。

一方面，要实现承包地信息管理的精
细化。要加快县级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和
应用平台建设，将确权成果上图入库，通过

“以图管地”实现承包地精准管理、承包农

户获得便捷的服务。要尽快实现中央、省、
市、县承包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提高承包地
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另一方面，要实现承包地信息利用的
规范化。目前，不少地方已在土地经营权
融资担保、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农业“两
区”划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等方
面，探索确权成果运用的办法路径。下一
步还要积极拓展在农业发展、乡村治理等
领域的广泛应用，更好推动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

拓展承包地确权成果应用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
道：生态环境部今日开始就《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全国碳排放权登
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旨在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
项重大制度创新。2011年我国在北京等7
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截至今年8
月份，试点省市碳市场共覆盖钢铁、电力、水
泥等20多个行业，近3000家企业，累计成
交量超过4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90亿元，
有效推动了试点省市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为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
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由生态环境部起草的《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体现了“企业自证”原
则，将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责

任压实到企业，由重点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对其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质量实
施核查和监督检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在强化企业报送责任的基础上，加强了对监
测计划的监督管理，规定以“双随机、一公
开”方式开展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核查工
作，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开展核查时既
可以利用生态环境系统现有的队伍力量开
展核查，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
社会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核查服务。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全国碳市场统一
的制度、标准和技术规范，省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数
据报送、核查、配额分配、清缴履约等相关活
动的监督和管理，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
责配合落实相关具体工作。

根据国外和国内试点省市碳市场建设
经验，碳交易立法及有关配套制度文件出台
是碳市场有序运行必要条件。碳排放权登
记、交易和结算是全国碳市场运行的重要环
节，目前我国尚缺乏专门针对上述环节和全
国碳市场监督管理的政策文件，亟需从制度
层面对全国碳市场登记、交易、结算的基本
要求和各方权责等作出明确规定。

《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
（试行）》则明确了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
和结算各环节的基本要素，明确了全国碳排
放权登记结算机构和交易机构的职能，明确
了登记、交易和结算的监管体系等。同时，
细化了登记、交易、结算监管，编制了相关管
理细则。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
介绍，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
进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生态环境部组
织湖北省、上海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相关

支撑单位研究制定了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系统和交易系统的施工建设方案；在开展
配额分配方面，生态环境部组织地方报送并
核对了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生态
环境部起草形成的《2019—2020年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
案》，正根据反馈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此外，结合全国碳市场下一步扩大覆盖
范围的需要，生态环境部已组织开展了相关
行业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报告与核查工作，除
发电行业以外，涵盖了建材、有色、钢铁、石
化、化工、造纸、航空等行业。

李高表示，“十二五”时期碳市场试点先
行，“十三五”时期是为全国碳市场打基础，

“十四五”时期对我国碳市场发展具有里程
碑意义。“我国将进一步加快相关工作进度，
确保相关制度文件出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数据核查工作加快推进，为尽早实现上线交
易奠定良好基础。”

□ 农 兴

本报北京11月 2日讯 记
者佘颖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
将于本月举办。本届获奖项目聚
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突出了制造业的“大国重
器”，解决了一批“卡脖子”的
技术难题，经济效益显著、社会
效益突出。

据统计，在766项获奖发明
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
利占比为62%，知识产权 （专
利）密集型产业发明专利占比为
83%。40项金奖获奖项目从实
施之日起至2018年底，新增销
售收入 6600 亿元，新增利润
629 亿元，新增出口 1363 亿
元，效益十分显著。

中国专利奖于 1989 年设
立，已成功评选了 21 届。其
中，中国专利金奖、中国外观设
计金奖目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授予，被
公认为中国专利届的最高荣誉。
本届共收到来自国务院有关部
门、地方知识产权局、有关全国
性行业协会，以及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等推荐的项目
2479项，数量为历届之最。

经中国专利奖评审委员会评
审，并向社会公示，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授
予“含有银杏内酯的制剂及其制
备工艺”等30项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中国专利金奖，“轨道车
辆车头 （2014—3） ”等 10 项
外观设计专利中国外观设计金
奖；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授予

“用于乙烯聚合的催化剂组分及
其催化剂”等58项发明、实用
新型专利中国专利银奖，“眼部
按摩器（iSee4）”等15项外观
设计专利中国外观设计银奖；国
家知识产权局决定授予“一种由
偶联法制备的含共轭二烯烃的苯
乙烯类嵌段聚合物的选择氢化方
法”等696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国专利优秀奖，“耳机
（一）”等60项外观设计专利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据记者了解，今年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将与大连专交会、
无锡博览会相结合。其中，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金奖将于本月
11日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开幕式上颁
发；第二十一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将于本月14日在第十六届
中国（无锡）国际设计博览会上颁发。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定
于11月5日起发行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

据央行公告，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保持200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规格、主图案、主色调、“中国人民银
行”行名、国徽、盲文面额标记、汉语拼音行名、民族文字等要素
不变，优化了票面结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

央行在公告中表示，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发行
后，与同面额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

本报讯 记者潘世鹏从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
11月1日，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正式开业，并推出监管部门
新批复的跨境资产转让和旅游消费积分交易两大产品线。该交
易中心是三亚市国资委下属综合性资产交易平台、海南省唯一
信贷资产跨境转让平台，也是全国唯一获得政府批准的旅游消
费积分交易平台。

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股东包括亚联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三亚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
河北雄安链点科技有限公司。该中心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特殊
定位，连接国内金融机构及境外资本，结合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
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11月2日，湖北宜都长江大

桥 （原名白洋长江公路大桥） 胜

利完工。该桥连接北岸的湖北省

枝江市白洋镇和南岸的宜都市枝

城镇，是呼北高速公路宜昌至张

家界段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2761 米，采用高速公路双向六

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 100

公里。

刘卫东摄（中经视觉）

江西鹰潭加快不良贷款处置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杨四铭报道：江西鹰潭市推动金
融、司法等部门与当地银行合作，加快不良贷款处置，稳步化解
不良资产风险，切实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截至9月底，江西
鹰潭农商银行不良贷款率牢牢控制在低于5%的信用风险绿色
区间。

据介绍，一方面，鹰潭农商银行压实内部清收责任，拟定具
体化解措施，加强管理，从严考核，落实奖惩机制；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与鹰潭农商银行共同发力，坚持控新化旧。政府设立了
地方银行风险处置专项帮扶资金，为不良贷款处置引来“活
水”。同时，鹰潭农商银行加强与金融、司法等部门协调联动，综
合运用依法破产、司法竞拍、债务重组等方式，加快不良贷款处
置进程。

宜都长江大桥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