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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亩！
这是全国农村居民点闲置用地大致面积。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指出，新世
纪第一个10年，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反
而增加了3045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用地规模的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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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千道一万，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
目标就是盘活这笔巨额闲置财富。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止住乡村衰败、活化村庄的关键。”最
近3年带队跟踪调研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
授说。

从理论到实践，宅基地“三权分置”实施推广要过好三
关。

这笔财富是谁的：夯实确权关
“以前家里只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子没有任何手续，现在

终于有了政府正式的证书，就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横岭村村民高朝仕拿到
钦州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
证》 激动地说。

这是钦州市第一本农宅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
钦州市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步入新的阶段。

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宅基地登记发
证率达到82%，集体建设用地登记发证率达到76%。但实际
工作中存在基层认识不到位，政府缺少积极性，农民热情度不
高以及农村土地权属历史遗留问题多，一些宅基地“批小占
大”等问题。

“交换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三权分置’必须建立在权属清
晰的基础上。否则，既有问题将更加复杂，新的麻烦也会不断

产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锐说，“三权分置”要做好确权这
项基础性工作。宅基地确权需要准确把握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不能“一刀切”，不能让违法违规者通过“三权分置”获
取超额利益。要处理好违法违规宅基地占有者、合法宅基地
权利人以及因各种客观原因没有取得宅基地的农民之间的
利益平衡。

“三权分置”意味着土地资产价值释放，只有确权合法公
平，才能不让违法、不公的结果不断放大，避免为农村和谐稳
定和有序治理埋下新的隐患。

法源要说清一二三：过好法理关
“资格权是什么东西？”很多人不约之问，恰恰问到了制度

创新的核心问题上。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我国将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

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
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
向。”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说，当务之急是各地在改革试点
中要认真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特别是农户资格权的法理研
究，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

姜大明说，2018年是修改土地管理法关键年份，按照边
试点、边总结、边修法的要求，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为修法提
供实践支撑。

“从形式上看，农户资格权是新创设的权利种类。农户资
格权和承包权本身是否可以作为一项权利与其他两项权利并
列，以及如果可以并存，在‘三权分置’框架内是否妥当都值
得进一步研究。”刘锐认为，应有更高层次的土地确权登记法
律法规，研究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集体农民的法律
地位、集体所有制的内部结构、集体成员的身份、集体土地的
权能、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权限等，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维权意识和农民的公民意识。

宅基地使用权如何定性，属于用益物权吗？如果农户资格
权地位不确定，必然影响第三项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定位。“未

来两年将是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基本法律制度落
地关键时期，制度供给的责任将由试点地区转移到中央相关部
门。未来的‘三权分置’改革必须依法推进。”刘锐说。

向基层实践要经验：打通试点关
“农村有房有地的大兴亲，这么多好事在找你！”
大兴，北京市下属的一个区，位于北京市南郊，自先秦建

县以来约有2400余年，为中国最早建制县之一，元明清三代
为“天下首邑”。

作为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郊区，大兴距市中心13公里，
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多项试点交汇点：这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国务院“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之一，也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国务院“三块地”改革试点之一。当然，还是农地入市
建租赁房的最早试点之一。

随着宅基地实施“三权分置”政策信号释放，这些试点之
间的“隔断”正在被打开。

“中央同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延期一年，分两步
把试点内容拓展到全面覆盖、统筹推进、深度融合的新阶
段。”姜大明说，统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利用
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统筹缩小征地范围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更有利于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让农民公平分
享土地增值收益。“三项改革要与农村集体产权、农房抵押、
乡村治理、户籍、财税、社保、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加强统筹
协调，切实增强改革的协同性。”

“试点是抓典型、出经验的工作方法。要以支撑城乡统一
土地市场为导向，使城乡资源配置更平衡，盘活农村闲置土
地，改变同地不同权、同权不同价现状。群众对这项改革是支
持的，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要靠实践摸索。”国土资源部副
部长王广华说，要坚持大胆闯、大胆试，在不触碰三条底线前
提下，大胆探索实践，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当前，多地扶贫攻坚扎
实推进，成效显著。然而，
也有少数地方落实这一时间
表还停留在统计表格上、工
作表面上和会议表态上，若
不扭转这种“表态式扶贫”
现象，可能会延误扶贫攻坚
的大事。

记者春节前夕调查扶贫
工作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关
注：一是中央提出的“一户
一策”扶贫措施落实不到
位。比如，有的贫困户“养
头牛就当项目，种点菜就算
产业，打个工就是发展”，本
该记录翔实的扶贫户手册除
了名字外一片空白，一问才
知扶贫干部下到村里只顾院
子里填表格、羊圈前拍个
照；还有的扶贫干部给贫困
户留了帮扶电话，记者打过
去得到的提示却是“您拨打
的电话已停机”。

二是离中央提出的脱贫
期限不到三年时间，少数地
方扶贫工作还停留在表面
上，说起整体规划头头是
道，实际上并没有抓手，贫

困户致富无项目、脱贫户生
活无变化。

三是一些扶贫干部表态
多行动少、调门高落实差。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贫困户
精准扶贫贷款刚发放几个月
就被认定“脱贫”，严重不符
合产业发展规律；在脱贫验
收时，部分收入被夸大。

应该承认，有的地方发
展落后，经济底子薄，项目
吸纳能力差，加上环境恶
劣，发展空间小，群众致富
的路子窄，扶贫工作确有难
度。

扶贫不是一锤子买卖，
把这一工作做实，要着眼于
贫困地区的条件和贫困户的
内生动力，不光要扶“口
袋”，更重要的是出思路、找
依托、定项目。只做表面文
章，不解决实际问题。

扶贫是攻坚战，反贫困
斗争是持久战，打硬仗必须
有硬作风，务必扎根农村、
心系群众，办实事、求实
效；同时，还要加强问责，
对“上面喊破嗓子，下面不
挪步子”的消极行为要严查
细究，莫让“表态式扶贫”
误了大事。

如 何 一 子 下 活 满 盘 棋 ？
——宅基地“三权分置”要过三关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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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表态式扶贫”误了大事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素有八百里瀚海之称的白城市，昔日白
色盐碱覆盖的土地已变成绿植争春、麦稻飘
香的肥沃之地；昔日“一年两场风，从春刮
到冬”的茫茫草原，已变成“江水润田增绿
意，秋收硕果冬捕鱼”的美丽画卷。这些变
化，清晰地印证了白城市近年来对绿色环保
农业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建设。

调优调绿农业结构
近年来，白城市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在优化种植结构上实现了
“一减三增一突破”。“一减”，即全市籽粒玉
米面积调减为566万亩，比2016年减少120
万亩；“三增”，即全市粮改饲面积达到56万
亩，杂粮杂豆及特色经济作物面积达到686
万亩，分别比2016年增加 38万亩、69万
亩。水稻面积达到281.05万亩，增加45万
亩，跃升为全省水田第一大市。“一突破”，
即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利用盐碱地和退化草
原，燕麦规模化种植面积突破20万亩。

全市严控农业投入品使用。通过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
应用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2017年全市施用
农药1850吨，比2016年减少200吨；施用

底化肥60.5万标吨，比2016年减少6.5万标
吨；积造农肥2500万立方米，比2016年多
100万立方米；农膜用量9600吨，推广使用
0.01毫米以上标准地膜。农业投入品比2016
年大幅度减少，100%完成了“一控两减三
基本”的目标。

通过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全市获得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 379
个，“三品”基地面积发展到337.5万亩，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9个、国家地理证
明商标7个、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6个。

叫响生态环保品牌
绿色环保农业的建设，除了为白城市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白城市的农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白城市农委副主任
杜耕耘介绍，白城市多措并举大力打造生态
环保品牌。一是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增强带
动功能。对区域内的金塔集团、益海嘉里、
裕丰米业、雏鹰集团、飞鹤乳业等一批行业
领军龙头企业，在关键技术攻关、全程标准
化生产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还重点引进燕
麦、绿豆、高粱等杂粮杂豆深加工企业落户
白城。围绕杂粮杂豆等特色产品，培育了一

批小、精、尖、特加工企业。二是做大农产
品品牌。用区域品牌整合企业品牌，打造

“白城弱碱大米”；依托“白城燕麦、白城绿
豆”等地标品牌，大力培育具有白城特色的
优势品牌；发挥“吉塔辣椒”“黑水西瓜”

“洮北雪寒韭菜”“大安香瓜”等品牌优势，
打造一批特产之乡和原产地品牌。三是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充分
利用湿地与湖泊资源，发挥区域生态、有机
农产品以及蒙古族健康生活民俗的优势，发
展休闲农业，采摘园、农家乐等乡村旅游。
大力发展“融入产业化、壮大提升现有庭院
经济品牌、因地制宜、合作社（经纪人）引
领、“互联网+农户”、多元化流转经营、发
展有机绿色无公害产品和发展特色生态农家
乐”等8种庭院经济模式，使“小庭院”作
出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大文章”。2017
年，全市384个贫困村实现整村推进全覆
盖，发展庭院经济农户达到15.7万户，户均
增收2000元。

截至目前，白城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已发展到1505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26
户，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5户，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49户，市级重点龙头企业127户。全

市已开发生产17个系列725种加工产品，农
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实现300亿元，占工业
的39.5%。引进建设益海嘉里20万吨大米、
澎派20万吨食用植物油、雏鹰400万头生猪
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项目，全市80%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集中在工业园区（集中区）。

推行绿色发展方式
白城市抓紧抓实绿色环保农业建设，积

极推进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扎实开
展测土配方施肥，普及精准施肥、减量施
肥、机械施肥技术；重点在绿色食品原料生
产基地，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验示范；开
展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推广使用高效低风
险农药、生物农药，扩大病虫害统防统
治、群防群治范围，加强农药使用安全风
险监控和农药残留监控。白城市提出，到
2020年，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到90%。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力度，重点
抓好废旧农膜农业废弃物资源无害化处
理，大力开展秸秆还田、秸秆饲料化、保护
性耕作等技术示范。

目前，白城市正秉承“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以产业
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为导向，推进
全市农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农
渔融合、种养结合，提高全市农业综合效益
并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借鉴推广“稻鱼
共生”“四位一体”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积
极探索创新产品生态圈、企业生态圈、产业
生态圈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模
式，构建“示范主体小循环、示范区中循
环、县域大循环”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
展体系，促进种养循环、农牧结合、农渔结
合等循环农业的大发展。

生 态 先 行 绿 意 浓
——白城市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农业

●叶雪 阎红玉

本报讯（朱佳潇）测土配方施肥，能
够合理、均衡提供给作物生长发育所需各
类元素，促进作物正常生长，并可增加产
量15％或更高。同时还能有效降低农药
化肥投放量、避免造成面源污染，节省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为提高农民对土
壤养分状况的了解，掌握最佳施肥量，
前不久，白城市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嘉
和云农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入乡
村，来到农户的田间地头，开展了测土
配方施肥服务。

他们深入到洮北区及周边11个乡镇
的80多个行政村，抽取679户土样进行
化验，检测土壤中的氮、磷、钾含量及
土地板结和土壤酸碱度等，并为每一户
出据了土壤测试报告单。针对玉米、水
稻、花生、绿豆、小麦、大棚蔬菜等不同
作物种类所需不同的土质，嘉和云农场为
每个测土的农户制定了个性化施肥配方方
案，指导科学投肥，为农民春耕生产提前
做好准备。

嘉和云农场测土配方施肥服务活动受
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大家纷纷表示，这样
的活动要多开展些，开春种田时心里就更
有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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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大通乡申家村村民为丰富文化生
活，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自发组成二人转小剧
场，各家轮流排演。他们自编的二人转《美丽
洮南》等节目深受村民喜爱，并在吉林电视台
的“二人转总动员白城赛区”比赛中进入十
强。图为他们在表演时的情景。

邱会宁摄

本报讯（吕南南）前不久，省文联新
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剧协志愿服务小
分队及志愿服务三队的艺术家来到洮北区
到保镇双龙村慰问演出，与村民共度美好
时光。

屋外数九寒冬，屋内温暖如春，零下
20多度的气温，也没能挡住村民前来观
看演出的热情。艺术家以歌曲、二人转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讴歌新时代、歌唱新
生活。他们还与村民互动，一起表演节
目，掀起了演出高潮。白城市文联艺术家
现场挥毫泼墨，为村民送上了蕴含着真挚
祝福和新春祝愿的春联、福字。

村民们开心地说，如此规模的现场文
艺演出还真是头一次看到，感觉很震撼，
希望艺术家们以后能经常来。艺术家们也
表示，很高兴把优秀文化作品带给村民，
愿文化种子在基层开出更灿烂的花朵。

图为慰问演出现场。

慰问演出到乡村

本报讯 （王志华 石放放） 冬
季，对于我市的农民来说是传统意
义上的冬闲季节，可是镇赉县建平
乡永昌种植合作社却一反常态，请
来农业专家为村民讲解水稻种植方
法、先进种植技术和理念等，开展
了“科技之冬”活动，变冬闲为冬
忙，为村民“充电”，提高他们的科
技种植技术。

永昌种植合作社副理事长翟喜
春说：“为全面提高村民科技水平，
着力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我们利
用冬季农闲有利时机，采取面对
面、手把手、零距离的培训方法和

‘点菜式’‘订单式’‘定向式’培训
模式，掀起农民科技培训热潮，培
训效果明显，村民受益非常大。”

村民王玉杰说：“通过培训，让
我掌握了科技种植技能，受益匪
浅。我们还留下了专家的联络方
式，以后再遇到种植上的问题就找
专家帮助解决。”

村民陈海玉说：“培训收获非常
大，除了往年种植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得到了解答外，专家还给我们
推荐了新品种、新技术、新信
息，为今年增产增收提供了科技
支撑。专家传授的种田技术，通
俗易懂实用，对今后发展农业生
产有很强的指导性。”

农业专家将先进农业适用技
术、优质高产品种、市场信息和
各项惠农政策送到村民手中，让
更多的村民依靠科技种田走上增
收致富路。

N 聚 焦

“科技之冬”为村民“充电”

 













































 

























 

大棚种植黄瓜常有流胶现象，严
重降低黄瓜的商品性，影响收益。

黄瓜流胶原因是在进入冬季以
后，棚内湿度增大，加上阴雨雪天气
增多，许多棚室内通风不及时，造成
棚室内黄瓜瓜条或者蔓上出现流胶现
象。能够使黄瓜产生流胶的病害有很
多种，如镰刀菌枯萎病、炭疽病、蔓
枯病和黑星病等都会引起瓜条或者是
茎蔓上流胶，这几种病害症状相似，
要注意加以区分：一般情况下，镰刀
菌枯萎病只是在茎蔓上流胶；黑星病
发生较少，并且黑星病发生时，在瓜
条上出现暗绿色的凹陷斑，病部呈疮
痂状；炭疽病和蔓枯病都会在瓜条或
者茎蔓上出现流胶。此外，瓜条如果

受外伤，也会引起流胶现象。
黄瓜流胶的防治方法：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枯萎病、炭疽

病、蔓枯病和黑星病等多种病害的发
生。

降低棚室内湿度。浇水时，要少
水勤浇，选择晴天中午浇水；连阴天
时，可使用烟雾剂或粉尘剂防治各种
病害，避免增加空气相对湿度。

施用施保功、络氨铜等药剂防
治。由于瓜条流胶时，也有可能伴
随着黄瓜花腐或灰霉病，所以施药
时，还应加上灰霉威或速克灵等药
剂，防止瓜条再次染病。防治这种
病害的发生，关键是控制空气相对
湿度。在连续阴天时，棚室黄瓜在
保持棚内湿度的基础上，注意加强
通风。 （福顺）

黄瓜流胶原因与防治方法

N 种植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