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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4日，为期4天的云
台山夏季“英雄会”在修武县云台山
落下帷幕。修武县供电公司上下通
力协作，不懈努力，圆满完成该活动
保电任务。

为确保云台山“英雄会”整个活动
的安全可靠供电，修武县供电公司高度
重视，成立了保电领导小组，统筹指挥
保电工作，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和应急预
案，合理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对向云台
山景区供电的岸上35千伏变电站主
变进行调整，新增容量6000千伏安，
满足景区负荷增长用电需求。该公司
领导主动介入，深入云台山管理局对

接服务，组织活动方及时召开供电保
障工作协调会，组织运维检修、营销、
配网、供电所检查人员对活动20余个
供电电源点和线路用电设施进行检
查，对活动涉及场地集中点进行拉网
式巡查。新增移动箱变3台、容量达
到1760千伏安，新增发电车4台、UPS
电源17套、安装配电箱21个、敷设高
低压电缆6500余米。

活动期间，该公司在各个场点设立
保电点，增加发电车（机）和UPS电源，
保电人员24小时待命，同时成立5支
流动服务队，加强线路设备的巡视维护
和测温，确保不间歇可靠供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建强

修武供电：圆满完成云台山“英雄会”保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中共中
央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
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
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
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为重塑
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现提
出以下意见。

>>主要目标

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
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
除，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农
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乡村
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经济发达地区、都
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
先取得突破。

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城乡
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
小。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
本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
成，城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乡村治
理体系更加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
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
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
理配置的体制机制

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
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
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
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
户限制。加快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
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增强中小城市人口承载力和吸引力。
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
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财政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
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以
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政
策。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
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
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提
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
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建立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
制定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激励

政策，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鼓
励原籍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外
出农民工及经商人员回乡创业兴业。
推进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工作衔接，鼓
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扎根基

层、发挥作用。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
长效机制。建立城乡人才合作交流机
制，探索通过岗编适度分离等多种方
式，推进城市教科文卫体等工作人员定
期服务乡村。推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
等向乡村教师、医生倾斜，优化乡村教
师、医生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引导规
划、建筑、园林等设计人员入乡。允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人才加入机制，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
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30年政策。加快完成农村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
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
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并进一步
放活土地经营权。健全土地流转规范
管理制度，强化规模经营管理服务，允
许土地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
营。

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
加快完成房地一体的宅基地使用

权确权登记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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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房屋。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尊
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允许县级政府优化
村庄用地布局，有效利用乡村零星分散
存量建设用地。推动各地制定省内统
一的宅基地面积标准，探索对增量宅基
地实行集约有奖、对存量宅基地实行退
出有偿。

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
度。

加快完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确权登记颁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
取得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
市；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
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
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中村、城边村、村
级工业园等可连片开发区域土地依法
合规整治入市；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房地一
体、分割转让。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制
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维护
被征地农民和农民集体权益。

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鼓励各级财政支持城乡融合发展

及相关平台和载体建设，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
入。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调整土地出让收
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
支持地方政府在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
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城乡融合公益性项
目。

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
加强乡村信用环境建设，推动农村

信用社和农商行回归本源，改革村镇银
行培育发展模式，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
银行金融产品提供机制，加大开发性和
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依法合规开展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
房屋财产权、集体林权抵押融资，以及
承包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等担保融
资。实现已入市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
在资本市场同地同权。建立健全农业

信贷担保体系，鼓励有条件有需求的地
区按市场化方式设立担保机构。加快
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推动政策性保险扩
面、增品、提标，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
险。支持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城乡融
合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培育一批国
家城乡融合典型项目。完善农村金融
风险防范处置机制。

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
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法律规划

政策指导和诚信建设，打造法治化便利
化基层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引导工商资本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资
金、产业、技术等支持。完善融资贷款
和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等政策，鼓励工商
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的农业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支持社会力量进入乡村生活性服
务业。支持城市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
平台，探索在政府引导下工商资本与村
集体合作共赢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建立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
风险防范机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
保农地农用，防止农村集体产权和农民
合法利益受到侵害。

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
健全涉农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和产学研用合作机制，鼓励创建技术转
移机构和技术服务网络，建立科研人员
到乡村兼职和离岗创业制度，探索其在
涉农企业技术入股、兼职兼薪机制。建
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产权制度，赋予科
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发挥政府引
导推动作用，建立有利于涉农科研成果
转化推广的激励机制与利益分享机
制。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
合发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增
值服务合理取酬。

>>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

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
业向农村覆盖，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
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
轨。

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以城

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
义务教育发展机制。鼓励省级政府建
立统筹规划、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
机制，为乡村学校输送优秀高校毕业
生。推动教师资源向乡村倾斜，通过稳
步提高待遇等措施增强乡村教师岗位

吸引力。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
校聘”，推行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和城乡教育联合体模式。完善教育信
息化发展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城乡
共享。多渠道增加乡村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推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
建设，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

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立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增加

基层医务人员岗位吸引力，加强乡村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改善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条件，因地制宜建立
完善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体系，提高慢
性病、职业病、地方病和重大传染病防
治能力，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倡导优生
优育。健全网络化服务运行机制，鼓
励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县域医共
体，鼓励城市大医院与县医院建立对
口帮扶、巡回医疗和远程医疗机制。
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实行差别化
医保支付政策。因地制宜建立完善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

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巩
固医保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
建立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做
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建立以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统一入口的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兜底工作，织密

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推进
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健全低保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确保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
全面实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提高
托底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做好困难
农民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健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完善
残疾人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改革人
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
准。

同时，文件还对建立健全有利于城
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建
立健全有利于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
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持
续增长的体制机制以及组织保障等方
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文件指出，要注重试点引路。把试
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选择有一定基础
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支持制度改革和政策安排率先落
地，先行先试、观照全局，及时总结提炼
可复制的典型经验并加以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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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