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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具有福建特色的走具有福建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乡村振兴之路

深化改革篇 改革赋能 农业农村添动能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

这一法宝。
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稳

妥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
省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完成农垦改革“两个三年”任务、加快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积极承担全国农村
改革试验区任务、率先完成省市县三级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改革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坚持把深化
农业农村改革创新作为推进农业农村
发展的重要抓手，制定一批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一批重
大改革举措，开展一批先行改革试点，
形成一批农业农村改革福建经验，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让农民吃上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定心丸””

金秋时节，永安市槐南镇南山村，
150 亩连片种植的烟后玉米迎来丰收。
几年前，村民罗奕好返乡创业，牵头成
立合作社，在村里流转了这片土地，推
行“烟—玉米—菜”轮作，带动上百名村
民就业。但一开始，村民并不理解。

“小田拼成大田，田埂没了，四至找
不到了，以后土地还是不是我的了？”村
民叶六妹道出了村民们的顾虑，“我也知
道规模化才有效益，但心里没底啊。”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打消了
村民的后顾之忧。“一证在手，再也不担
心地收不回来了，走遍天下心里都不犯

嘀咕。”如今，叶六妹不仅能获得稳定的
租金收入，还在合作社务工，实现家门
口就业。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
基本的生计保障。过去，农村承包地存
在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
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许多农民心里不
踏实，土地流转障碍重重。

下好农业农村改革先手棋，关键在
于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2014 年，福建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7 年，福建
被列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 记 颁 证 整 省 推 进 试 点 省 份 ；2018 年
底，福建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基本完成，将 1562 万亩耕地全部确权到
470.6万户农户，颁证率达 98%。

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不仅让农民
吃上了“定心丸”，更为现代农业规模化
经营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福建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
健全县乡两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推广
使用土地流转合同示范文本，建立工商
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
险防范制度，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
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
省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率 35%。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农民又产生新
的顾虑：改革开放以来，开展了两轮农村
土地承包。眼下，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
期，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会不会出现变数？

有恒产才有恒心。只有保持土地承

包关系长久不变，农民和社会资本才可
以放心投入。

又一颗“定心丸”来了。作为全国首
批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县，
三明市沙县区选择 4 个村先行开展试
点。大多数村（组）采取直接延包的方
式 ；针 对 少 数 人 地 矛 盾 特 别 突 出 的 村

（组），当地创造性提出“调利不调地”
“机动地补差”等延包路径。目前，试点
区 1316 户农户全部签订土地延包合同，
全面完成试点任务。

让农村产权让农村产权““活活””起来起来

底清账明，“红本本”变“红票票”。
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社区，地处繁

华商业街区。在村改居之前，当地便利用
土地资源盘活集体经济，拥有经营场所
10多万平方米，村集体收入 2000多万元。

集体收益谁有份？如何分配？
2017 年，阳光社区率先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先后完成清产核资、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股份合作制
改革等任务。当年，阳光社区股份经济合
作社，获颁福建省首张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证明书。改革后，1981个成员每人配置
10股原始股。每年，股份经济合作社从当
年收益中计提公益金、公积金、福利费等
费用，剩余收益实行按股分红。

“过去，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
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收益分配不顺
等问题突出。”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
说，2019 年福建被列为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省份，围绕清产核

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股份合
作制改革等改革任务，大胆改、深入试。

2020 年，福建全面完成了整省试点
任务。15362 个村（居）全面完成清产核
资，清查核实集体土地 16091 万亩、集体
资产 1795 亿元，摸清了家底；确认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 3014 万名，集体产权归属
更明了；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序推进，成
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5050 个，其
中村级组织 14977个。

家底摸清了，权属明晰了，股份明
确了，福建又积极拓展农民对集体资产
股份占有、收益、继承、有偿退出及抵
押、担保等权能，在确权、赋权、活权的
闭环中，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活力，赋予
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晋江市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
础上，率先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质
押融资业务。村民拿着“红本本”，便能向
当地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用于生产经营。

三明市“一票”激活沉睡的宅基地。
引导村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兑换相应价
值的地票。地票具有交易、变现、融资等
功能，村民既可“以票换钱”，也可“以票
换地”“以票换房”。

在宁德市，承包地经营权、古厝、茶
园 、水 产 养 殖 设 施 …… 一 系 列 生 产 要
素，都可在农村生产要素流转融资平台
线上流转，并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获得
金 融 支 持 。为 破 解 农 村 生 产 要 素 评 估
难、变现难、流转难等问题，搭建全省首
个生产要素流转融资平台，将农村生产
要素整合成 4 大类 23 个品类，为农民提

供农村生产要素确权登记、价值评估、
抵押融资、流转处置全流程服务。

让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让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秋收大忙，宁化县石壁镇邓坊村种
粮户徐志芳却乐得清闲。原来，早在今
年春耕前，他就与县里的“田保姆”签订
了托管协议，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

老徐口中的“田保姆”，正是县里的
富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现有农机
具 120 台套，能提供耕种防收烘等全流
程托管服务。

“通过全程托管，水稻种植户每亩
可节约成本 160 元。以插秧为例，人工一
天最多一亩多，人工费少说 160 元；高速
插秧机一天能作业 50 亩。”合作社负责
人伍炳民说，得益于社会化服务规模化
与机械化优势，成本低了，效率高了。在
宁化，这样的“田保姆”有 90 多家，全县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率高达 86%。

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徐志芳这样的
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我们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广
大小农户走上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省农
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通过深化改革，
福建不断健全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加速成
长壮大：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农民
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促进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
展。全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到 17
万家，培育县级以上示范社 5896家，示范

家庭农场 5404 家。全省现有县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743 个，其中国家级
77 个、省级 974 个，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
示范联合体 80 家，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机
制不断完善，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直接带
动省内外农户总数 370.5万户。

以生产托管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则通过“将专业事交给专业
人办”，有效破解农村普遍存在的“谁来
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难题。

自 2017 年实施中央财政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项目以来，福建立足特殊省情
农情，选取“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
干了不划算”的关键薄弱环节集中进行
补助，有力引导小农户广泛接受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在优先做好水
稻 生 产 托 管 的 同 时 ，率 先 探 索 针 对 茶
叶、水果、蔬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生产
的托管服务。

在“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县，福建
天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菇农提供菌
包培育托管服务。与传统散户菌包生产
模式相比，感染率控制在 0.1%以内，远低
于农户自行养菌的平均感染率 8%。农户
采用优质菌种后，生产周期从 60～90 天
缩短到 45～50 天，每年可以多出 1～2次
菇、增收 5万到 10万元。 □专题

▲近年来，建宁县大力推广农业社会
化服务。秋收时节，溪源乡溪源村正在进行
烟后杂交水稻制种机械化收割。 陈震 摄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
发商事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日前，在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厦门自贸
片区管委会的联合推动下，《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商事主
体登记确认制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正式印发，明确厦门自贸
片区试行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试行
办法从 12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通过把厦门自贸片区创新探索
理念与商事主体登记改革相结合，在
全市率先试行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
将更大程度上尊重企业登记注册自主
权，让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厦
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试行办法以简政放权为核心，进一步
探索厘清政府管理和商事主体意思自
治的关系，将推动建立准入更为便捷、

程序更为透明、流程更为优化、监管更
为精准的商事制度改革新模式。

改革突破——
审批做“减法”办理再提速

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是指登记
机关在申请人自愿申请和信用承诺的
基础上，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商
事主体的主体资格和登记事项予以确
认登记并公示其法律效力的制度。

与过去“商事主体向登记机关申
请办理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等业务，
需要行政许可”的方式不同，实行商事
主体登记确认制后，厦门自贸片区内
的商事主体可以自愿申请采取确认登
记的形式，其自主权将得到最大限度
的尊重。

厦门自贸片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
介绍说，试行办法以主体自治为内容撬
动登记制度改革，着力构建“信用承
诺+自主申报+形式审查”的登记体系，
对依法作出的登记备案结果进行确认。

市场主体在申请企业注册时，一
方面可不再提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
决议、高管人员任免文件等多种类型
的过程性材料，进一步精简过程性文
件；另一方面，在登记环节上，可以通
过市场监管系统平台对经营场所、联
络人等信息进行自主公示，实现无感
填报自主公示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经营场所自行公
示的做法，是继 2014 年厦门商事登记
改革在全国率先将住所和经营场所相
分离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成为全
国现有实施确认制改革中的第一例。

通过审批材料和流程做“减法”，
实现办理再提速。试行办法以数字赋
能为牵引，进一步优化从开办到注销
全生命周期的全程电子化登记模式，
为商事主体提供一网流转、一表申报
等服务功能，实现材料清单标准化、办
理流程电子化、登记服务智能化，提供
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

持续创新——
监管更精准 环境再优化

确保“放得开、管得住、管得好”，
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高效性，此次试
行的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以信用监管
为保障，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不仅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将承诺
事项及内容纳入抽查范围，对主体的

履诺情况加大抽查比例和频次，切实
加大对高风险商事主体的监管执法力
度，还通过推进自贸委、市场监管、税
务等部门数据共享和协同监管，强化
管理部门联动，探索构建多元共治的
监管格局，提升登记监管效能。

这个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将具
有厦门自贸区特色的改革做法——集
群注册登记管理模式，写入试行办法，
并通过确认制的实施，搭建数字服务
平台，引入托管机制，让集群登记的孵
化服务、托管机制作用更加凸显。

自 2015 年 厦 门 自 贸 片 区 挂 牌 以
来，厦门市场监管局和厦门自贸委围
绕市场准入领域积极探索创新，持续
推进和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三证
合一”“证照分离”改革、探索集群注册
登记模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获得了广

泛认可和好评。
早在此次“登记确认制”出台前，

厦门自贸片区企业在商事登记方面就
已经享受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住
所与经营场所“标准化登记+申报承
诺+告知承诺制”登记模式、经营范围

“主营项目+概括性表述”模式等一系
列快速便捷的服务，这些领先全国的
做法，也在试行办法中得到进一步固
化重述。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试行办法的出台为厦门自贸片
区 打 造 一 流 营 商 环 境 注 入 了 强 劲 动
力，接下来，也将携手市场监管局发挥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确保商事
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在自贸试验田结
出更多的硕果，激活市场活力。

（廖丽萍 张婷 周莹 曾祥耀）

厦门自贸片区试点登记确认制
12月1日起施行，推动建立准入更为便捷、程序更为透明、流程更为优化、监管更为精准的商事制度改革新模式

寒露时节，夕阳西斜，福州市闽侯县上街
镇侯官村 1000 余米长的闽江沙滩上，灯光点
点、乐声袅袅。沙滩、天幕、集市、江鲜店，与月
色朦胧下的侯官古街、城隍庙、田螺姑娘、千年
镇国宝塔等，交织辉映成我省新晋的一个“网
红”文旅品牌——夜泊侯官。

在江边沙滩支起帐篷，烧烤、露营，淘几样
潮流单品，唤醒几缕童年记忆；亲手做一个星
空流沙瓶，喝一杯现磨的咖啡，看一场露天电
影；约几家好友，来一场期待已久的篝火晚会，
听一场小众音乐会……氛围感瞬间拉满。借助
无人机的视角从空中俯瞰，露营经济激活下的
侯官之夜，呈现出别样迷人的景观。

由于这里紧邻市区和福州大学城，每到
夏、秋季，来侯官夜游的游客络绎不绝。许多网
站上，都能看到不少关于侯官的“旅游攻略”

“打卡推荐”。
侯官村的发展潜质，很快也吸引了同在大

学城的福建江夏学院的一众师生。
“我们要找准文化定位，让这里的旅游元素

更加完整，提升旅游消费能力。”“挖掘历史典
故，用音乐创作等形式对外讲述侯官文化故
事。”近日，福建江夏学院组织相关专业教师科

研团队到侯官村开展文旅调研结对子活动。师
生们和村干部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头
脑风暴”，就如何推进文创赋能乡村振兴，打造
特色“侯官文化”名片展开研讨交流。

侯官村地处闽江西岸，是 1300 多年前侯
官县的行政中心，保留着大量的文化古迹，现
有城隍庙、汉镇闽将军庙、镇国宝塔、龙台石塔
遗址等文物，涌现出林则徐、沈葆祯、严复、林
觉民等历史名人。2019 年，侯官村入列第一批
福建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古村落）”名
单，成为福州市唯一上榜的古村落。

“夜泊侯官是我们探索文创赋能乡村振兴
的新尝试。”侯官村党委书记王国志告诉记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近年来福州
周边游、近郊游日趋红火。拥有千年“侯官文
化”的侯官村距离福州市区仅半小时车程，区
位优势明显。这里还处于永辉、朴朴等半小时
配送业务的范围内，能够满足游客在餐饮、休
闲业态方面的多样性需求。

参与活动的江夏学院师生们分组实地调研
了侯官村廉政教育基地、城隍庙、镇国宝塔、螺女
庙、露营产业基地和滨江沙滩公园等，详细了解
侯官村乡村文旅规划和“侯官文化”保护现状。

在侯官村沙滩对岸，一条近千米长的侯官
古街已经完成立面改造与内部整修，集文创、
商业、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侯官版“南后街”呼
之欲出。街中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让
周边的上市、中市、下市多了一份清净和古韵；
沿着滨江而建的侯官北路一路走去，江畔一栋
栋民居错落有致，次第铺陈在远山秀水间。侯
官村内，街巷狭长幽深、恬静安然，蜿蜒闽江从
村旁缓缓流过，擦拭着千年古村岁月的留痕。

“厚植‘侯官文化’根脉，推动文创赋能乡村
振兴，这是我们与侯官古村共同的目标。我们依
托动画、艺术设计、文化产业管理、工业设计、风
景园林等五大专业的优势，携手侯官村共同挖
掘千年侯官文化，梳理文化脉络，开发文创产
品，塑造文旅品牌，开拓数字化传播实践，为乡
村特色文化的转化、传播、营销提供一站式服
务，创新高校服务乡村文旅发展模式。”福建江
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党委书记潘旭君表示。

近几个月来，随着福州市打造“两江四岸”
和闽侯县“大学城品质提升行动”的推进，侯官
村作为“两江四岸”科技创新段和文化展示段
的重要节点，“侯官文化”名片正熠熠发光。“我
们也希望加强与高校的深度合作，挖掘重塑千

年侯官文化，积极推进历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
合，从而带动当地民宿、旅游和休闲购物发展，
吸引更多市民到侯官体验‘露营+景区’‘露
营+研学’‘露营+户外拓展’。”王国志说。

据了解，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教
师科研团队已经以“侯官文化”资源为核心，以

“千年古村”侯官村为直接载体，展开课程设计、
文旅规划、遗产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相
关课题规划研究。围绕“快”字出实效，建立学生
校外实践基地，进行文创产品开发研究与实践，
设计推出一批历史名人 IP形象、农产品包装、旅
游纪念品、动画、插画等文化产品；同时，在“慢”
字上下功夫，深入挖掘“侯官文化”的特点，重点
围绕侯官名人和历史遗迹、古津渡文化、非遗等
开展连续性创作，通过视频、墙绘等进行“侯官
文化”的推广与传播，共同建设历史文化街区，
为地方经济发展助力。

带队调研的福建江夏学院党委副书记陈敏
辉表示，“侯官文化”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多样
的资源禀赋，希望通过“校地共建”，将侯官文化
引入教学科研、课程建设、学生实践、毕业论文

（设计）等环节，集中力量推进千年侯官文化的
创新发展，推动校地融合互惠共赢。

文创赋能 打造千年“侯官文化”新名片
□本报记者 郭斌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游笑春） 记者 8 日从省发改委获悉，
为做好国庆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我省多
措并举保障生产、储备、流通等环节畅通，确保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省发改委监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我省主要食品供
销有序，价格总体保持平稳。10月 7日监测的 26种食品价
格与 9月 30日相比 13跌 12涨 1平。其中，粮油价格基本平
稳，猪肉价格窄幅波动，蛋品价格小幅下跌；水产品价格波
动不大，蔬菜价格总体呈下降态势，水果价格以降为主。

国庆期间，省发改委组织各地分批次投放政府猪肉
储备，有效增加猪肉市场供应，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已累计投放猪肉逾 860 吨。国庆节前后，全省启动平价商
店 480 余家，以低于同类市场平均价销售粮油肉蛋菜等
平价商品。为强化民生兜底保障，省发改委阶段性调整价
格补贴联动机制，将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和低保边缘人
口两类群体纳入保障范围。今年以来，全省累计发放价格
临时补贴（含节日慰问等一次性补贴）逾 1.2亿元，惠及困
难群众近 165万人次。

国庆期间
我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平稳

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陈朝阳） 近日，福建
港口集团罗屿港口 2个项目共 3个泊位开工建设。

据了解，罗屿港口是福建港口集团“两集两散两液”
全省港口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自 2018 年开港以来，
罗屿港口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良的自然条件、过硬的
设施设备和便捷的集疏运环境，发挥着“海上福建”建设
排头兵和两岸“新四通”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此次 8 号、11 号和 12 号泊位的开工建设，是推进罗
屿整岛连片开发、发挥大泊位规模效应的核心项目和重
要抓手，将进一步完善东南沿海区域公用铁矿石码头发
展布局，推动港产城一体化，更好服务地方经济，提升湄
洲湾港大宗散货码头综合市场竞争力。

其中，8 号泊位建设 1 个 30 万吨级（结构 40 万吨）铁
矿石卸船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岸线长度 401 米，设计年
通过能力 995 万吨；11 号和 12 号泊位建设 2 个 15 万吨级
铁矿石装船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岸线长度 526 米，设计
年通过能力 985 万吨，可同时靠泊 2 艘 7 万吨级散货船，
或者利用相邻 10 号泊位 142 米岸线，可同时靠泊 2 艘 15
万吨级散货船。

据介绍，预计至 2025 年，3 个泊位全面建成后，罗屿
作业区将形成 8 号至 12 号泊位“两卸三装”连片规模，成
为具备 150 万平方米堆场面积、2500 万吨静态铁矿石堆
存能力、5000 万吨年货物吞吐能力，集装卸、物流、仓储、
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全能型现代化港口，跻身全国区域
型大宗散货核心港区前列。

罗屿港口
3个新泊位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