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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在去年12月初发布的《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今

年，在包括我省在内的13个省份开展土地

流转财政支持试点：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

补方式支持地方试点工作，省级财政部门

加大支持力度，市县也给予必要支持。

试点资金主要用于鼓励土地流转、零

散土地整治、发展为农服务、物业经营等方

面，不得用于项目配套、偿还乡村债务、建

设楼堂馆所、购置交通通信工具和发放个

人补贴等方面。

各地按照试点乡村的资源资产状况和

区位条件，可以统筹考虑以下试点内容：

1.支持村集体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按

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原则，鼓励和引导村集体成员以土地

承包经营权折股入社。采取村集体成员认

可的经营方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

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实现土地经

营收益最大化。

2.支持村集体创办农业生产经营合作

社、劳务合作社等服务实体，为各类市场主

体尤其是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加工、流

通、仓储、劳务等有偿服务，促进农业由生

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在更高层次、更

大范围内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鼓励村集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城乡建设规划的要求，开发利用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等土地，量力而行建设物业

项目，发展物业经济。盘活村集体闲置办

公用房、学校、仓库、礼堂等不动产，开展

租赁经营。

4.有条件的村，可以探索设立扶持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积极探索基金使用运

转方式，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本报记者成睿智整理）

我省日前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确股不确地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要求各地以依法保障农民对承

包地的权益为核心，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

权为目标，从严掌握和审批“确权确股不确

地”范围，打消农民失地忧虑。

《意见》指出，我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要坚持确权确地为主，总体上要

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

围和条件，坚持农地农用。对农村土地已

经承包到户的，都要尽最大可能确权到户

到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推动确权

确股不确地。确权确股不确地，要有利于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和保持农村

社会稳定。

《意见》明确，在“确权确股不确地”工

作中，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严

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

要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凡是集体土地已经

承包到户、并且能够“确权确地”到户的村

组，都要确地到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对不易确地到户的，要经所在村组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按照规定程序和要

求开展确权确股不确地工作。严禁违背群

众意愿，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剥夺农民经

营权。对当年为保障农户承包利益，将该

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或部分耕地按照标准等

级计量承包到户，造成实际耕种面积与账

证面积不符的，可按照实际耕种面积登记

折股；对从未承包到户和已经实行土地股

份合作的村组，则要尊重事实，区别对待。

符合开展“确权确股不确地”条件的村组，

要针对各村组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一村

一策，确保“确权确股不确地”工作稳妥有

序进行。

《意见》强调，“确权确股不确地”原则

上要符合以下条件：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

近郊、已经实行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

的村组；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产业集聚区建

设规划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规划等，已经

办理土地征地手续或两年内将被征收的承

包土地；已经实行土地股份合作、股权明晰

的村组；人均家庭承包耕地0.3亩以下，不

适宜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村组；一直以来

坚持集体经营的村组；已经实现大面积土

地流转且四至边界早已打破的村组；其他

不适宜确权确地到户的村组。 （卢松）

今年土地流转有哪些政策红利？

我省严控“确权确股不确地”使用范围
打消农民失地之忧

问：有一处历史形成的老宅，没

有政府批准文件及权属证明材料

等。1988年，政府进行土地总登记

时房屋所有人已去世，其三儿子在

里面居住。老三说父亲把房屋给他

了，经村里同意，土地登记部门就把

宅基地登记给了老三。如今，二儿

子拿着一份分家单找到国土资源部

门，说当时登记的不对，宅基地和房

屋应该有他的一半。但是，老三不

承认分家单上的内容，一口咬定父

亲把房产给他了。

这种情况应怎样处理？

答：该宗地已登记发证，不属于

权属争议，应属于异议登记。

第一，土地权属争议是未登记

前发生的争议；异议登记是利害关

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提

出异议并记入登记簿的行为，是权

利人不同意进行更正登记时的补救

措施。

老二对确权登记提出异议，说

宅基地有他的一半，但老三对此不

认同。《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

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

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

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

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

正。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

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

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

登记之日起15日内不起诉，异议登

记失效。《土地登记办法》第六十条

规定，异议登记期间，未经异议登

记权利人同意，不得办理土地权利

的变更登记或者设定土地抵押权。

因此，老二可以提交登记申请

书和证明登记事项错误的有关材料

（分家单），向登记部门申请异议登

记。若有证据证明分家单有假，登

记部门可拒绝办理异议登记；相反，

就可以办理异议登记。异议登记只

是暂时限制土地权利人的权力，在

异议登记期间，未经异议登记权利

人同意，不得办理土地权利的变更

登记或者设定土地抵押权登记。

第二，该宗地在初始登记时，老

三提交了相应的资料，土地管理部

门审核后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就已经被认为符合登记要求。依法

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

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如果当时的土地总登记程序合法，

那么老三的宅基地使用权就应得到

法律保护。

第三，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

六十一条的规定，如果老二在异议

登记之日起15日内没有起诉，或者

法院对其起诉不予受理，或者法院

对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老三可

持相关材料申请注销异议登记。异

议登记失效后，老二就同一事项再

次申请异议登记的，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将不予受理。如果法院受

理并作出判决认定老二申请有效，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法院

的判决文书及相关权利人提供的材

料，报政府批准注销老三的土地登

记，收回该宗地的原土地权利证书，

并对该宗地重新进行土地登记。

今年种植业
重点工作

农业部目前公布了今年种植业七

个方面24项重点工作：一是稳定粮食生

产发展。稳定小麦水稻面积，加强技术

指导服务，推进科学防灾减灾，强化病

虫监测防控，保持粮食面积基本稳定。

二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实施种植业

结构调整规划，启动实施耕地轮作休耕

制度试点，扎实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

三是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加快推进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做好补充耕地质量验

收评定工作，严格规范管理设施农用

地。深入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

动，加快建设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四是

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推进种业科

技创新，深入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

建，打造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的升级版。

提升种植业信息化水平。五是促进提

质增效。加快推广高产优质多抗、适宜

机械作业的棉油糖新品种。推进园艺

作物标准园创建，深入开展园艺作物

“三品”提升行动。做强果茶产业，助力

农民增收、脱贫攻坚。促进蔬菜生产稳

定发展。六是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深入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发展节水农业，实现永续发展。

七是推进依法行政。做好新修订的《农

药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推动依法行

政，加强化肥、农药等农资市场监管，维

护农民利益。

（李国龙）

信箱

1月27日，西平县供电公司按照相关要

求，上报中小型吊车宣传及车辆基本情况登

记月报表，从源头上遏制外力破坏电力设施

事件的发生，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

电力设施遭破坏的事件屡有发生，给

电网安全运行造成一定的威胁，西平县供

电公司结合往年电力设施遭破坏的情况，

多措并举，大力保护电力设施。做好源头

遏制。锁定电力设施遭破坏的高发区、易

发区，加装醒目的警示标志和防撞条，提醒

各类车辆拉起心理防线，谨慎驾驶，不撞

坏、撞断电力设施。做好过程管控。加强

各类电力设施的动态巡视力度，对各类大

型施工，早介入，早发现，早沟通，早制止。

通过向车主发送短信、微信、发放宣传材料

等多种方式宣传电力线路下施工的危险

性，提高其安全意识。在施工现场，安排人

员紧盯密防，对存在地下电缆的地段提供

地下电缆走向图，谨防破坏，使电力设施保

护可控、能控、在控；做好宣传发动。春节

将近，该公司人员通过集市、抄表收费等的

机会加大宣传《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

条例》，引导群众不在电力设施附近玩耍、

戏乐，燃放烟花爆竹要远离电力设施，对电

力设施遭到破坏的现象要第一时间和供电

部门联系，形成“共保电力设施 共同构建安

全”的良好氛围。 （刘静）

西平县供电公司：三个做好保护电力设施

问：有一光伏发电企业拟在我

区利用荒山坡搭建光伏发电设施，

使用期限达20余年。请问该发电设

施用地怎么审批？

答：光伏发电用地不同于一般

的建设用地，但占地时间长、影响农

作物种植生长，是否应作为建设用

地、按建设用地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各方有不同意见。目前，国土资源

部正在研究光伏发电用地政策，尚

未最后明确。

问：农村建设用地征收从征收

方案批准到申请强制执行（责令交

出土地），有哪些流程、环节？每个

环节的期限是怎样规定的？

答：依据《土地管理法》、《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以及《征收土地公

告办法》，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

后，应履行征地批后“两公告一登

记”程序，即市、县政府国土资源部

门将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予以公

告，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民办理征

地补偿登记，市、县政府国土资源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再予公告。具体要求和时限详

见《征收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

部令第10号）。

征地方案批准后还有哪些流程、
环节？期限如何规定？

基本农田可以种植葡萄吗？
问：基本农田可以种植葡萄吗？

答：基本农田种葡萄不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承包法》规定，承包方承担“维持土

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的义务，以及“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

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等义务。在基本农田上种葡萄不属

于非农建设。《承包法》还明确承包

方“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

产品”的权利。

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进

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

意见》（国土资发〔2005〕196号）提

出，“基本农田上的农业结构调整应

在种植业范围内进行”，而根据农业

部意见，葡萄应在种植业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基本农田

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在基本农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没

有造成耕作层严重破坏的，根据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

2007），作为可调整地类按照耕地进

行管理，可以保持现状，继续作为基

本农田加以保护。对造成基本农田

耕作层严重破坏的，应依法按要求

立即停止和纠正。

历史形成的老宅异议登记如何处理？

光伏发电设施用地如何审批？

夏邑县开展志愿者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活动，图为2月19日，该县残联和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夏邑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慰问该县

残疾人家庭，给每户残疾人家庭带去200元现金和价值300元的物品。 郭辉摄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政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委托，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现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公告催收,要求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所辖分支机构履行相应的还款
义务，如借款人、担保人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相关承债主
体应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清算主体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

【本公告仅列明截止2016年2月16日的借款本金余额，本金所产的利息以及罚息、复利依照中国人
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另行计算，均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利息金额向原贷款行查询）。
本公告如存在刊登错误，应以借款合同借据为准】。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371-67773697 联系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50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1

序
号 贷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金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金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二七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二七区支行

北京康农郑州贸易公司
北京康农郑州贸易公司
河南长城铝业鑫旺有限公司
河南大众休闲娱乐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达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东鹏电器维修有限公司
河南省日用杂品公司
河南省天鹏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土产果品公司
河南省土产果品公司
河南省顺达皮毛制衣有限公司、河南省星
火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长城建筑机械厂
郑州融元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市昌达食品实业公司
郑州市昌达食品实业公司

1,385,000.002,000,000.0022,970,000.002,138,000.005,400,000.00668,000.004,700,000.002,600,000.007,236,000.006,250,000.00729,382.16
1,220,000.007,220,000.00

42,110,000.006,000,000.00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河南四平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穗屏饲料有限公司
河南鑫旺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大众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郑州市协和制药厂
郑州声势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省土产果品公司
郑州瑞卡福医用氧有限公司、河南省天宝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日用杂品公司
郑州市贸易中心栈
郑州市豫湘工贸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机械制造厂
郑州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华都饮食娱乐有限公司、
郑州中扬装饰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手拉手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昌达食品实业公司

借款人名称 借款本金
余额 币种 保证人名称

单位：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债权资产催收公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债权资产催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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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贷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二七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商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陇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行政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支行

郑州市电通公司、郑州楠桦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郑书朋
郑州市邙山区古荥饲料加工厂
郑州市土产杂货公司物资经营部
郑州市协和制药厂

郑州市新兴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黎明有色金属铸造厂
郑州天龙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予桂实业发展总公司
郑州源通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中扬装饰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红花寺建筑材料厂
郑州龙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巩义市小关煤矿一矿

700,000.00299,890.00298,778.2180,000.00465,000.00
1,200,000.0025,000.005,789,000.00
1,518,560.001,734,000.003,810,000.001,330,000.00530,000.001,810,000.004,100,000.00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郑州市昌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润德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新源石化公司
郑州市土产杂货公司
郑州市邙金黄河工程技术开发公司、河南省博达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郑州市世兴家用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精工金属铸造厂
郑州商业经济开发公司、河南省天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州
海达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泰星涂附磨具有限公司

郑州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融元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龙岗建材厂
郑州龙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人名称 借款本金
余额 币种 保证人名称

181920
21222324252627

2345678
9
1011

1314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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