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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农民变市民

我省城镇化发展再添新动力

农民变市民 身份待遇都得给

政策：《通知》提出，将农业转移人口及

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

财政保障范围；支持创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管理制度；加快实施统一规范的城乡社会保

障制度；地方政府还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

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支持提升城

市功能等。

目前，我国包括我省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先来看一组数字：2015年，全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户籍城镇化率却
只有 39.9%，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比差
16.2个百分点。说明有2.2亿多人口还处于
城乡两栖状态，长期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在
城里挣工资赚钱，但身份却依然是农民、主
要在农村消费，这集中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质
量不高。

再看河南的统计数据：2015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为 46.85%，和全国差 9.25个百
分点，户籍城镇化率 22.4%，和全国平均水
平差17.5个百分点，凸显了河南城镇化质量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差距更大。

“在城镇化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城镇化
作为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的引领作用，
以及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引擎功能的作
用将大打折扣。而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最
直接的就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
题，大幅度提高户籍城镇化率。”王建国说。

农民变市民有何意义？可以算上一笔
账：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将带动10万元以
上的综合投资；城市人口消费是农村人口的
3倍，城镇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拉动最
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城镇化每提高
一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约1.5个百分
点；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替代出口
10万亿元。毫无疑问，农民变市民，对河南
经济发展的意义尤为深远。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在于解
决农业人口进城的公共服务问题，“通俗地
说，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要劳有所得、学有所
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等，只有这样，农
业转移人口才有可能在城市生活生存下
来。”王建国说，要解决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
的公共承载问题，主要在于政府增加相应财

政投入。而《通知》明确提出的一系列提升
城市承载能力的措施，政府都将给予资金安
排，必将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
程。

农民身份变了 利益不减

政策：《通知》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强行

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在农村的土地承包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

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同时，要逐步建立

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相关权益退出机

制，积极引导和支持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

愿有偿转让相关权益，促进相关权益的实

现和维护。

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大量农民
成为市民。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
农民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等
等会发生变化吗？农民又如何维护自己的
利益？

对此王建国认为，增加财政投入提升城
市的承载能力，解决农民进城的公共服务、
基础承载和就业问题，无疑将大大加快农业
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但还必须解决农民
自己的预期收益、进城成本等切身利益问
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
推进，土地资源呈现“刚性短缺”的趋势，在
耕地资源“红线限定”的背景下，农村大量的
建设用地通过“城乡挂钩”的政策措施，低成

本被调节到城镇使用。由于城乡建设用地
市场不统一，在农村建设用地的出让收益
中，农村集体和农民收益比例过低，直接损
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农民缺乏宅基地及
其附属物的物权证，也难以为农民带来财
产收益。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
农村土地资源的价值潜力和收益预期愈加
凸显，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进城的心理也
愈来愈重，实际上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
身利益。

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如何破解？《通知》
提出的具体措施给出了答案。“这将有效保
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从根本上解除了农
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

问诊“城市病”开出大处方

政策：《通知》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建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奖励资金根

据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以及地方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情况，并适当考虑农业转移

人口流动、城市规模等因素进行测算分配，

向吸纳跨省（区、市）流动农业转移人口较多

地区和中西部中小城镇倾斜。省级财政要

安排资金，建立省（区、市）对下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奖励机制。县级财政部门要将上

级奖励资金统筹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近年来，交通拥挤、大气污染、优质教育
资源集中等备受诟病的社会问题出现在大
中城市里，从郑州市的城市发展建设压力就
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社会资源相
对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中小城市缺乏承载能
力，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城镇化以大城市为
主导，导致了严重的“城市病”。但城镇化的
推进也必然要实现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
的转变，促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走新
型城镇化道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
发挥政府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
会资本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大幅提高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承载力，走相对均衡的
城镇化道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过度向大城
市集中的问题。

王建国认为，财政奖励机制的建立，一
方面有利于切实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
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调动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吸引农业转移人口的积极性，增强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推进城镇化的动力，引导
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城镇化均衡健
康可持续发展。

中西部地区受惠是重点

政策：《通知》把中西部地区作为重点，

在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大对吸纳农业转

移人口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的

支持力度。在基本原则中指出，完善转移支

付制度，确保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财力不因

政策调整而减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

从全国大格局上看，中西部地区发展相
对落后，城镇化滞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任务相对更加艰巨。王建国表示，《通知》里
多项措施意在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
斜。这将有利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步伐，也将为河南加快新型城镇
化进程带来重大利好和良好机遇。⑦8

我省通报第二季度政府网站抽查情况——

拿什么唤醒“装睡”的政府网站？

□本报记者 樊霞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支

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推

出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建立健全支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

系，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健

康持续发展。

对于河南这个农业大省和人口大

省来说，这些财政措施会带来怎样的

影响？又将改变什么呢？记者为此采

访了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王建国。

□本报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小松

近日，我省《2016 年第二季度政府网
站抽查情况的通报》“出炉”，26个政府网
站抽查不合格，被网友吐槽为“僵尸”“睡
眠”网站。

这些被“曝光”的政府网站普遍存在信
息不更新、整改不积极、栏目空架子等问题，
极个别网站也并不是第一次抽查不合格。
政府网站缘何“睡不醒”？8月22日，针对存
在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出谋
献策治顽疾。

便民栏目多“休眠”

经过较长时间的政府网站普查和热心
网友曝光，部分网站某些栏目，甚至整个网
站的时间轴仍停留在过去，尤其是部分便民
栏目处于“休眠”状态。

《通报》显示，“开封人防门户网站”“兰
考农业信息网”“罗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等网站长期无法访问；“新蔡县招商
网”“河南省畜牧业信息网”“开封县人口计
生网”“洛阳吉利”“永城市地质矿产局”等网
站办事指南要素缺失。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马闯说：
“这些现象充分暴露出地方政府部门领导
干部，对这次政府网站普查认识不到位。
同时也说明，普查成果还必须通过制度化
的手段予以巩固。除了需要进一步完善
体制内外的监督考核考评体系外，还需要
探索政府网站管理的质量标准体系，把政
府网站服务标准作为公共服务标准化的
一部分。”

“懒省事”申请关闭

个别地方政府网站“懒省事”，因违反规
定一年内多次申请关停整改、逃避抽查，干
脆申请永久关停，网站服务器一关了之，域
名注册信息等未及时注销，被一些商业公司
冒名注册后，发布各类商业信息，造成不良

影响。
《通报》显示，“民权县司法局”网已申

请关停超过半年但尚未完成迁移及关停
工作，仍“带病运行”；“卢氏县商务局”“卢
氏县财政局·政务”“潘河乡人民政府”等
网站申请关停整改到期后，仍未完成整
改。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寇东亮
说:“出现这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部分
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网站工作者不能
以互联网思维思考政府网站问题。殊不
知互联网时代不是哪个检查组或是哪个
部门在监督，而是所有具备接入能力的公
众都在监督，谁都有可能发现问题、揭露
问题。希望更多地方部门领导能够用互
联网思维进行反思和风险评估，理性对待
网站建设问题。”

“空架子”掩耳盗铃

“空架子”信息也是部分基层网站存在

的一大怪现状。这些网站打开后首页显示
多个导航栏，看似网站信息丰富、架构完整，
但是挨个点击查看导航栏所设栏目，有的导
航栏选项无法打开；有的打开后没有任何内
容；有的打开后显示“更多”，点开“更多”却
显示是空网页。

《通报》显示，“新郑市八千乡人民政府”
“商城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等网站
首页长时间未更新，“开封市尉氏县教育体
育局”“邓州市卫生局”“汝阳水利网”等网站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寇店镇人民政府网
站”“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镇平卫生网”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鹿邑教育网”等网站
存在大量空白栏目。

省廉政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海军认
为，必须尽快建立政府网站的科学监管机
制，探索政府网站的自我评价、上级评价、公
众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提升
政府网站的整体质量，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
服务能力，增强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着
力实现政府网站的基本功能。⑦8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通讯员 张志刚）8月 23日，
记者从省质监局了解到，该局近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眼镜行业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加强对眼镜制配场所在用
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通过此次检查，建立全省眼镜制
配场所计量监督管理档案，对眼镜制配场所实施动态化
和规范化管理。

这次全省共检查眼镜制配场所 2360家，在用计量
器具5658台（件、组）。验光仪、焦度计（屈光度计）、验
光镜片组（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配备率为98%，检定
率达到96%，瞳距仪（瞳距尺）、测厚仪等非强制检定器
具配备率98%，校准率达到92%。

省质监局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各眼镜制配场所在用
计量器具检定情况进行普查建库，建立完善全省眼镜制配
场所在用计量器具信息档案。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
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宣传，不断提高眼镜制配场所经营者
计量法制意识和广大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省质监局计
量处处长苏君介绍，此次在全省开展眼镜制配行业重点专
项整治，对整治后仍不合格的眼镜制配者，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实行重点监管及联合惩戒，并将其列为每年重点监
督检查对象，根据情节轻重，列入各级政府建立的公共信用
信息系统“黑名单”进行公开曝光、重点监管，为全省眼镜制
配行业营造规范有序、诚信标准的环境。⑦9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8月22日获悉，工业和信息
化部日前组织行业内知名专家，通过了漯河兴茂钛业股
份有限公司3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生产工程技术科技成
果鉴定，该项目是我国钛白粉行业技术创新的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据介绍，该项目共获得16项技术专利，具
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

钛白粉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一种白色颜
料，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印刷油墨、化纤、橡胶、化妆
品等工业。氯化法因其工艺流程短、产能大、产品品质高、污
染排放量小等，成为国际主流生产工艺，占全球总产能(中国
除外)的63%～65%。但长期以来，国际化工巨头对氯化法
钛白粉生产技术高度垄断，用先进的氯化法工艺取代硫酸法
工艺成为国内钛白粉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采用多项高新技术、现代化
装备和自主研发创新实践，攻克了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的
诸多技术与设备难题，形成了完整的3万吨/年氯化法钛
白粉生产线，实现了连续稳定达标生产。

“本项目突破了国外有关技术的长期垄断，提升了我国
钛白粉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档次，对国内钛白
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节能
环保等意义重大，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鉴定委员会主任
委员、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主任、钛白
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毕胜这样评价说。⑦8

本报讯（记者 谭勇）8月22日，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传来消息，我省三个项目获批为住房城乡建设部装配式
建筑科技示范项目。

装配式建筑是指用预制的构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
筑。这种建筑的优点是建造速度快、受气候条件制约小、
节约劳动力并可提高建筑质量。为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发展，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装配式建
筑及部品部件生产的发展, 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设立装
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

经专家评审，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印发了《2016年
科学技术项目计划——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
2016年批准列入计划的项目共119项。我省列入的三
个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分别是：济源市泉涌置业有
限公司承担的“虎岭科技财富广场项目”(钢结构)，河南国
隆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的“年产120万平方米集成房屋轻
质墙板生产项目”(部品部件生产类)，河南万道捷建股份
有限公司和同济大学承担的“河南万道捷建装配式建筑
构件生产线项目”(部品部件生产类)。③7

我省三项目获批
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8月23日，记者从省工商局了
解到，河南省工商局与省盐务管理局近期联合开展制贩假
盐专项治理活动。结合全省食盐安全形势需要，严厉打击
制售假冒食盐违法行为，防止工业盐、饲料添加剂氯化钠
等劣质盐流入食盐市场，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此次行动从 7月初至 8月底为期两个月。活动贯
彻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强食盐安全管理开展制贩假盐专项治理的
有关文件要求，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假冒伪劣食
盐以及在食盐中掺杂掺假等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食
盐市场秩序，全面净化食盐市场，确保合格食盐供应，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此次行动对群众举报、反映的涉盐及其包装相关
线索进行明察暗访，逐一严格核查落实，不放过一个涉
盐案件的可疑点，守护群众的食盐安全。⑦9

我省开展眼镜行业专项检查

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

钛白粉行业技术创新获突破

我省严打制贩假盐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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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变市民有何意义？可以算上一笔账：

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将带动10万元以上的综合投资

全国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56.1%

户籍城镇化率

却只有39.9%

河南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46.85%

2015年

户籍城镇化率

22.4%

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拉动：

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

GDP增长约1.5个百分点

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

为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
国务院《通知》提出了十条政策措施

1
2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支持创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制度

支持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支持力度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

均衡性转移支付适当考虑为持有居住证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增支因素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考虑持有居住证人口因素

支持提升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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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制图/单莉伟

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大幅提高户籍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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