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正文工作的秧木村，山高林深，村
民散居，交通不便。当地政府对村里的
精准扶贫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
兴义市城区规划了搬迁房。农民搬迁进
城后，林地、责任地、宅基地产权都不变，
只需拆除宅基地上的旧房，退成耕地或
林地，还能继续享受原有的种粮补贴、退
耕还林补贴。

原以为这样的好政策村民会举双手
赞成，但实际却不是这样。左正文带着
工作队到村里宣传了很多次，村民们都
不愿意搬迁。“后来我才明白，大家一是
因为安土重迁，另一个原因就是土地问
题。守着土地，吃什么可以自己种。但
搬迁进城后，吃什么都得掏钱买，农民担
心今后回不了农村。”

党的十九大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再延长 30年”后，左正文挨家挨户宣
讲，“大家心里踏实多了”。同时，当地政
府还帮助每户进城农民解决一个人的就
业问题，保证他们“搬得出”“留得住”。对
于不愿意搬迁的农户，左正文帮助他们申
请了每户5万元的危房改造免息贷款。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8000多万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里落户。农民进城
后，原来的土地承包权怎么办？左正文
说：“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特别强，这是
他们的命根子，特别是对于年纪比较大
的农民而言。”

根据2003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
法》，“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
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
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2014年，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提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这种纠葛目前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10月 31 日，在 12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0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作了关于农村土地
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草案删除了
现行法律中关于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
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将承包地交回
发包方的规定，顺应了新时代变迁。

刘振伟说，鉴于城乡人口结构变革是
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阶段农民进城
务工、落户情况也十分复杂，草案规定，
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
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
城落户的条件。“是否保留土地承包经营

权，由农民选择而不代替农民选择。”
“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其实是

一种保障制度，而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
可以形成稳定的产权关系，已经类似于
私有产权，可以将经济激励效益最大
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与小城
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毅
表示，与西方土地产权私有不同，中国农
村土地产权为集体所有，“通过土地承包
关系保障农民的承包地权和宅基地权，
对维持社会稳定、降低‘三农’发展成本
作用很大”。

范毅表示，“我的理解是，农民进城
后，无论落不落户，迁徙到哪里，土地承
包权都应该维持不变。”

目前，农业部正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全国完
成确权面积10.8亿亩，约占全国第二轮家
庭承包集体耕地面积的80%。“要根本解
决问题，必须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角度出
发，让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充分与市场、金
融结合，这需要进一步健全土地经营权
流转市场和相关制度设计。”范毅说。

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咋确定？

土地承包关系要适应新时代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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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现有望海西路11号院内两
幢房屋（各三层）整体出租。该房源位
于东台核心商圈，紧邻大润发、人民医
院、国美电器、国贸大厦及实验初中南
校区，面积1850平方米（其中1幢1000

平方米、1幢850平方米）。房屋产权明
晰，交通方便，大院内有专用停车位，适
合办公、教育、小型医院、旅馆等行业使
用，有租用意向的单位或个人请于2017
年12月10日前来报名。报名时单位请

提供营业执照、办理人的身份证及复印
件，个人请提供身份证及复印件。

报名地点：东台市东亭中路 18 号
电信生产楼601、603室。

联系人：赵晓东 15312892021
薛瑞宏 15312892002

中国电信东台分公司
2017年11月9日

招 租 公 告

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系经教育部批准远程教育试
点大学及国家211工程大学，现在东台常年开设大专、本科
学历专业有：工程造价、建筑工程、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物
流、法学、机电一体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管
理学教育类等。学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过

拿证。常年开办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会计初中级职称、一
级二级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训练专家点题）培训班。可帮
助企业设计网站及产品销售推广。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代大厦北门三楼、步行
街东首）

电话：85263311 18901419666
QQ:1165137442
网址：www.jsdtbj.com

通 知

东台市2017年粳稻最低收购价委托收储库点名单（第一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库点名称

东台市海丰镇粮油管理所

东台市曹粮油管理所

东台市三仓镇粮油管理所

东台市新曹镇粮油管理所王港库

江苏东台台城国家粮食储备库一分库

江苏东台台城国家粮食储备库二分库

东台市许河镇粮油管理所

东台市粮食购销总公司丰收农家租赁库（东台市丰收农家粮油有限公司）

库点地址

东台市东台镇四新桥东

东台市头灶镇华居委会

东台市三仓镇七一桥

东台市弶港镇王港村

东台市台城海道桥河南

东台市东台镇灶西村

东台市许河镇许河村

东台市东台镇海道桥河西

联系电话

18962054025

18962054025

13905111122

13901416260

13770252088

13770252088

13770252088

13605111716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增扣量项
目及规定

备注

价格（元/斤）

1.54
1.52
1.5
1.48
1.46

水分

杂质

整精米率

谷外糙米

互混率

黄粒米

增扣量项目及规定依据国粮发[2010]178号文件

出糙率（%）

≥81.0
≥79.0
≥77.0
≥75.0
≥73.0

实际水分含量低于标准规定的粮油，以标准中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低0.5个百分点增量0.75%，但低于标准规定指标2.5
个百分点及以上时，不再增量。实际水分含量高于标准规定的粮油，以标准中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高0.5个百分点扣量
1.00%；低或高不足0.5个百分点的，不计增扣量。

实际杂质含量低于标准规定的粮油，以标准中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低0.5个百分点增量0.75%。实际杂质含量高于标准
规定的粮油，以标准中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高0.5个百分点扣量1.5%；低于或高不足0.5个百分点的，不计增量。矿物质
含量超标的，加扣量0.75%，低于标准规定的，不增量。

整精米率低于标准规定的粮油，以标准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低1个百分点，扣量0.75%，低不足1个百分点的，不扣量；高
于标准规定的，不增量。整精米率低于49%的粳稻不列入收购范围。

按照国粮发[2010]178号文件执行。

粳稻、中晚籼稻互混，以标准中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高5个百分点，扣量1.0%，高不足5个百分点的，不扣量；低于标准规
定的，不增量。

黄粒米含量高于标准规定的粮油，以标准中规定的指标为基础，每高1个百分点，扣量1.0%，高不足1个百分点的，不扣
量；低于标准规定的，不增量。

整精米率（%）

≥61.0
≥58.0
≥55.0
≥52.0
≥49.0

杂质（%）

≤1.0

水分（%）

≤14.5

黄粒米含量（%）

≤1.0

谷外糙米含量（%）

≤2.0

互混率（%）

≤5.0

色泽、气味

正常

监督电话：85213135 88109700 85322226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小麦
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国粮调[2016]55号），为加强粮食市场调控，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从预案启动之日起
按照规定价格公开挂牌组织收购粳稻，收购工作于2018年1月31日结束。

2017年产粳稻最低收购价收购质价公告

根据2017年11月13日股东会决议，江
苏肯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江苏肯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3日

江苏肯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东台市银华纺织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于 2017 年 11月 11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沈柱银

联系电话：13003489002
地址：东台市富安镇北街工业园
邮编：224200
东台市银华纺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1月11日

注销公告

东台瑞东再生物资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7年10月11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王呈俊

联系电话：18914691217
地址：东台经济开发区纬五路12号
邮编：224200
东台瑞东再生物资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1月14日

注销公告

王士文（注册号为：320981600477558）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304120057，声明作废。

东台市华力鑫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于
2013年 9月 30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号为：
320981055200405，声明遗失。

何顺英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证号：32091919420417498864，声明遗
失。

东台市丰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印鉴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夏国兰遗失养老保险手册，个人代码
为：1002193229，声明作废。

东方银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盐
城 第 二 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为 ：
91320981MA1MPQ9T0M）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607120076，声明作废。

中海油盐城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地方税务局，证号
为：320981581032878，声明遗失。

乡村振兴战略勾画发展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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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习习、夕阳灿灿，一条崭新的乡间水泥路逶

迤地嵌在中国西南如细浪般的群山间，向远方延伸。
上周末，与工人们填完又一段路基，贵州省黔西南州
兴义市洛万乡秧木村第一书记左正文骑上摩托车赶
回乡里。他仍记得 3 年前第一次下村时的情景：漫天
大雨让他的摩托车几次陷入泥坑，到达村里时已是满

身“黄泥汤”。这段大约 40 公里的由村到乡的路，长年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成了村民心头长久的
痛。如今，这条小康路马上就要贯通了。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左正文说，路通了，人
心稳，他带领群众脱贫的信心更足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
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
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等举措，为
秧木村等广大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未来，乡村振兴
战略蓝图如何变为现实？城乡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如
何打造？多名专家学者如是说。

“我们秧木村的振兴，就从修通小康
路开始。”左正文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抓
住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
弱环节。他下定决心，带领大伙在今年
底前将水泥路修到村里。“只要水、电、
路、通信通了，我们的农产品就能拉得出
来，卖得出去。”

如今，左正文正在对村里懂知识的
青年、致富带头人、种养大户、返乡农民
工等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带动大家发展
精品水果、早熟蔬菜、牛羊猪饲养等种养
殖业。“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培养造就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我们秧木村也要培育一支懂农
业技术、愿意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工作
队。”未来，他准备引进有种植经验的企
业进村，带领农民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

乡村振兴战略面向广大农村，脱贫
攻坚则主要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在左正
文看来，两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更有利于脱贫攻
坚”。

范毅对此十分认同。他去年到一个
贫困村挂职调研，发现当地在进行精准
扶贫时，对家庭进行分户，比如把年龄大
的老人和住在一起的子女分成两户，失
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就成了贫困户。“单盯
着这样的贫困户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很
多老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无论怎么
想办法也脱不了贫，只能是政策兜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可以实现整个村
庄和地区发展，水涨船高，脱贫的难度也
能大幅降低。”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
是需要长期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
相关政策设计必须从长远考虑。

冯开文认为，乡村振兴需从 3个方
面发力。一是制度安排，如探索土地承
包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更有效的实现
方式；二是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建设的基
础工作，在乡村自治基础上，体现德治的
柔性和法治的刚性，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是发展农
村现代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韩俊认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每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
明确任务，都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
只有把每一项工作做实了，才能真正调
动起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给亿万农民带
来利益和福祉。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咋对接？

让振兴战略
在乡村落地生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魏后凯表示，城乡融合发展的提法
更符合新时代要求，“以前都是农村资
源向城市流动，现在一些城市资本、技
术、人才也开始流入农村。未来，城乡
之间应相互支撑、共同发展、互动共
荣。”

“这意味着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范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间长期
存在剪刀差现象（农业产品价低和工业
产品价高），农村为城市发展做了很大牺
牲。“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等提
法明显不同，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中国
开始把城市和乡村作为平等的发展主

体，有助于激发乡村内生增长动力和活
力。”

乡村一定比城市差吗？其实不然。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人才、资本等资源
在城乡自由流动的情况并不少见，诸多
古代文人“衣锦还乡”的故事即显示了乡
村的吸引力。如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
些环境优美的乡村成为现代生活的标
志，生活品质也远高于城市。

中国由于国情所限，即使在城镇化成
熟后，农村人口也有4亿左右。很多乡村
目前存在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
落后等问题，特别是传统文化在迅速消
失。

“从历史大趋势看，人口从农村流向
城市是无法阻断的。”范毅表示，改革开
放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比重超过80%，因

此梁漱溟、费孝通等学者上世纪从中国
的乡土性出发开展乡村建设，乡村文化
则表现为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结合。
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
镇化率）达57.35%，城乡关系已经发生重
大变化。

“城市和农村是命运共同体。”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
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不矛盾，城市和农
村的发展从来都是互相促进、互相联系
的。

那么，当中国开始进入城市社会，城
乡融合如何实现？韩俊认为，今后的发
展目标是要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城乡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农业
经济系教授冯开文表示，当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是，打破城乡分割观念，从全局
视角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优
化配置，为农村振兴打造新的经济体、
新动能和新格局。这是城乡融合的关
键。

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达到280万个。范毅认为，
这远远不够。“如今，小农户和大市场之
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农村经济组
织在‘统’的方面和适应市场需要方面下
功夫。”他建议，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
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等，把
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农业生产的
新型组织方式，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
适应大市场需要的能力。

“乡村要体现出特有的文化特质。”
范毅表示，需要将乡村传统的风俗文
化、农耕文明等发掘出来，作为一种传
承基因，使乡村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
以及来避免与城市同质化，体现出自身
吸引力。

城乡关系将发生哪些根本性转变？

城乡融合要真正融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