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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式登记距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式登记
还有还有 天天44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肖文超 焦赞宽

12月20日，我省首批宅基地复垦券拍卖

会在郑州举行，首批6000多亩宅基地复垦券

以每亩30万元的熔断价格全部售出，总成交

额达18.4亿元，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近日，省

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就宅基地复垦券交易

政策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什么是复垦券？

答：宅基地复垦券是指符合国家规定条

件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以及贫困老区等县腾退的农村宅基地

及其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可拆旧复垦为

耕地的建设用地），扣除自身安置用地后节余

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和同步搬迁

户农村宅基地及相应的其他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拆旧复垦产生的复垦券称为宅基地A类复

垦券（简称A券）；其他农村宅基地及农村建

设用地拆旧复垦产生的复垦券称为宅基地B

类复垦券（简称B券）。

问：河南为何要推行复垦券？

答：为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增减挂钩等一系列超

常规土地支持政策。我省是人口大省、农业

大省，贫困人口多，脱贫任务重。在当前形势

下，省政府为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

充分用好用活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内流转

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宅基地复垦券在省域

内公开交易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的

新举措。复垦券其实质还是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改为复垦券这一提法后，更加接地气，让

对宅基地有着深厚感情的广大农民更容易接

受，是国家支持扶贫开发增减挂钩政策在河

南脱贫攻坚中的深化和发展。

问：复垦券如何使用？

答：河南省范围内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办

理农转用手续的，可使用复垦券（包括A、B

券）。报国务院审批建设用地的8个中心城

区也可使用复垦券（包括A、B券），依据相关

规定，办理增减挂钩有关手续。

郑州市内五区和郑东新区、郑州经济开

发区、郑州高新区范围内，除特殊民生项目

（棚户区改造等）等用地外，凡新增商品住宅

用地需办理农转用手续后出让的、2016年

11月30日前已经实施征收但未办理商品住

宅用地出让手续的，以及因规划调整等原因

作为商品住宅用地需办理出让手续的，受让

方必须预先购买A券，实行“持券准入”，参

与商品住宅用地出让竞拍活动。这次政策

制度设计允许所有房地产企业参与竞买复

垦券。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实习生成诗冉）

“河南省宅基地复垦券新政下，房地产开发

商都需要补上一课，补课的内容包括国家的

复垦政策、复垦程序和我省的复垦券购买和

使用规则。这无疑将增强房地产开发商保

护耕地的社会责任感，引起开发商认知和行

为方式上的变化，从而唤醒全社会保护耕地

的意识。”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

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河南商业经

济学会会长宋向清分析说。

12月20日，我省首批宅基地A类复垦

券拍卖会在郑州举行，105家房地产企业将

首批6148.59亩宅基地A类复垦券以每亩30

万元的“封顶价”全部买走，总成交额超过

18.4亿元。

复垦券的“热销”是因为它成了房地产开

发的进场“门票”。按照相关政策，自2017年

1月15日起，在郑州市内五区和郑东新区、郑

州经开区、郑州高新区范围内竞拍商品住宅用

地的房地产企业，或使用用地性质因规划调整

为商品住宅用地的房地产企业，除棚户区改造

等特殊民生项目用地外，必须预先购买相同面

积的宅基地A类复垦券。在全省范围内，新增

建设用地需要办理农转用手续的和报国务院

审批建设用地的我省8个重点城市的中心城

区可使用复垦券（包括A券和B券）。

宋向清说：“宅基地复垦券新政将对缺乏

规则意识、社会责任感差、不熟悉河南省情、

应变能力弱的房地产开发商形成新的竞争压

力，甚至有可能产生淘汰一批、整合一批、做

优一批的效果。”

河南省宅基地复垦券分为A、B两类，其

中，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和同步搬迁户农村

宅基地及相应的其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拆旧

复垦产生的复垦券称为A券；其他农村宅基

地及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产生的复垦券称

为B券。

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副处长张世全介

绍说：“并不是全省每个地方都能出让宅基

地复垦券，符合条件的一共有44个县。作

为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我省选定的这

44个县都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贫

困老区。”

搬迁群众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之后仍然

归原宅基地使用者承包经营，而易地搬迁产

生的复垦A券增值收益扣除土地复垦及有关

成本后，将通过一卡（折）通直接返还搬迁群

众，用于搬迁安置及后续发展，使搬迁群众在

有新房住的基础上，还有余钱置办必备的生

活生产用品，增强后续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

富，助力我省扶贫攻坚。

宅基地复垦券 助力扶贫攻坚

带您吃透复垦券新政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就复垦券交易政策答记者问

“没有想到现在坐家里不干

活也能赚钱，多亏俺村的李书记

啊！”12月22日，滑县王庄镇大柳

树村村民李太库指着自家屋顶的

太阳能电池板说。

大柳树村是省级贫困村，辖9

个村民小组，432 户 1970 人，

2500多亩地，全部是基本农田，村

里成规模的养殖户和经济作物种

植户极少，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收

入，截至2015年，还有15户38人

没有脱贫。造成该村贫困的原因

主要是种植结构单一、基础设施

落后、没有优势产业。

第一书记来支招

2015年8月，省农科院烟草

研究所副所长李耀宇被选派到该

村任第一书记。如何早日让村民

脱贫？李耀宇昼思夜想。

李耀宇依托省农科院的技术

优势，首先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

投入近30万元建设百亩高产示范

方，包括240亩小麦、200亩玉米、

100亩花生，并以点带面促进村里

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高；二是对

全村农田进行测土施肥，为该村

农业转型及种植结构调整打好基

础；三是聘请专家入村举办农业

科技讲座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培

训；四是建设“智慧党建”示范村，

利用互联网手机端平台发布、交

流农资等信息，提高村民发展现

代农业的意识；五是建设村文化

大院；六是先后争取各类资金200

余万元修路等。

村民申文英说：“俺以前种的

花生产量只有300斤，李书记引进

了新品种，产量达700多斤，收入

也翻了一倍多。”

“光伏”照亮脱贫路

大柳树村有一定技术和劳动

力的农户在2015年底率先脱贫，

剩下的大多是劳动能力弱的贫困

户，除社会保障兜底和有限的农

业收入外，原有的扶贫政策大都

无法精准实施，如何帮他们找到

一条既无须投入太多劳力又能保

证长期稳定收益的项目成了亟待

解决的问题。

经过对国家扶贫政策的了

解，李耀宇建议村里推广太阳能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经村“两委”

班子多次讨论，并向省农科院党

委汇报，李耀宇的建议得到支持。

▶下转第二版

“我们村贫困家庭的5岁小

女孩余净艺从平房上摔了下来，

造成头部骨折和颅内出血，尽管

现在已脱离危险，但抽搐得厉

害，下一步治疗还需要很多资

金，恳请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帮帮

她。”12月26日，鲁山县农业局

驻该县背孜乡上孤山村第一书

记李鲁冰告诉帮忙记者。

余净艺家住上孤山村砖瓦

沟组，父母已60多岁，且均有智

力障碍，家庭十分贫困。12月

20日，余净艺在邻居家的平房上

玩耍时，不慎从房顶上摔下来，

造成头部骨折及颅内出血，昏迷

的余净艺被立即送往县医院抢

救。

不幸发生后，乡、村干部积

极动员社会各界为余净艺捐款，

李鲁冰还在朋友圈里动员自己

的朋友参与捐助。截至目前，爱

心人士已为余净艺捐款近4万

元。李鲁冰恳请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伸出援手，帮助一家人渡过

难关。背孜乡政府扶贫办孙晓

非电话：18837533168，微信号：

975512559，李 鲁 冰 电 话 ：

13782445888。

帮忙记者丁需学

电话：13803750996

电话：0371-65795728 17073536999

邮箱：henanbangmang@126.com

微信：henanbangmang

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策划：韩嘉俊 统筹：任爱熙 执行：朱涛

帮忙何难
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鲁山5岁女童高空摔下受重伤

家庭困难 期待爱心救助

光伏项目为脱贫兜底

本报讯（记者杨青）12月27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第七届河南省技

术能手评选公示名单揭晓，来自全省各

地的185名一线技术能手入选“金蓝

领”。

据了解，本届评选范围包括全省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企业、中央在豫大型企业、省属

行业部门生产服务一线的人员，包括机

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经过层

层选拔，全省最终有185人入选。185

名入选者涉及工艺美术、机械制造、园

林、食品、技术维修、交通、计算机、电力、

化工、检验、装配、建筑、营销、农业、餐饮

等多种职业。入选者将被授予“河南省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奖章和

奖金。

入选者经审核符合国家职业标准等

级设置要求，按规定程序晋升为技师职

业资格；获得省技术能手称号的已具备

技师资格的，可提前参加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考评。

河南技术能手公示
185位“金蓝领”入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27日

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扶贫

蓝皮书）中指出，30年间我国减少的贫困

人口占全球减少贫困人口比例超过

70%。

蓝皮书指出，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

购买力平价1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

1981年至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

11亿或者55.1%，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

少了7.9亿。我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到

全球减少全部贫困人口的71.82%。

根据“十三五”期间我国扶贫所面临

的形势，蓝皮书建议，“十三五”扶贫宜采

用的战略是：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

本方略，以扶贫对象能力提高为中心，发

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扶贫合力，创新

扶贫方式和体制、机制，实行全面、协调、

可持续和绿色减贫。

我国30年减少贫困人口7.9亿

12 月 27 日，

嵩县九店乡九店

村村民在加工红

薯粉条。该乡地

处浅山丘陵区，土

地贫瘠，红薯是当

地农民的主要作

物。为增加收益，

当地农民将红薯

加工成粉条销售，

亩均纯收入由销

售红薯的3200元

增 加 到 6000 余

元。

本报记者 杨

远高 通讯员 张

利兵摄

嵩县
加工粉条
收益增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

王水田石武）近日，在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网站发布的“第四批河南

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名单”

中，尉氏县洧川镇榜上有名，为开

封市乡(镇)中唯一入选单位。

据了解，该镇是一处历史悠

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传统古

镇（历史上曾建县历时736年），具

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历史文化

名人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等特

点，加之深厚的人文历史资源积

淀，使之成为一处独具特色的旅游

景观镇。

此次评选活动由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旅游局主办，全省各地共

推荐上报98个镇（村），经专家初评、

复审，35个镇和25个村入选。

尉氏县洧川镇荣膺
河南特色旅游名镇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胡恩来张

立）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句顺口溜

道出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心酸和无奈。

近年来，郸城县立足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先

进县优势，将中医药事业发展同脱贫攻坚相

结合，不仅降低了群众看病支出，更把致富

的好门路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38岁的刘经验是郸城县白马镇刘楼村

卫生所村医，“村里有2000多人，现在来卫

生所看中医的人约占一半。”正在忙着抓药

的刘经验告诉记者。

在汲水乡卫生院，村民王明飞正在做中

医康复治疗。“我患腰椎病好多年了，早些年

做针灸理疗都要到县医院，除了路费，还要

搭上一个多小时时间。现在方便了，在家门

口就能做，再吃点中药，花不了几个钱。”

“县里将中医诊疗费用纳入了城乡医保

报销范围，报销比例提高到95%，并将针灸

等中医药常见非药物治疗技术项目纳入新

农合范围全额报销。”该县卫计委主任郝建

军说。

“郸城县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我们要

用尽可能少的费用保障群众的健康。”郸城

县县长李全林说。

“20个乡镇卫生院中医药综合服务站全

面投入使用，投资3亿元的县中医院综合大

楼即将竣工，先后引进中医硕士研究生6名，

大学本科生70名，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达

860人……”郝建军介绍道。

“实话实说，原来很多医院的中医科室

基本上名存实亡，既没床也没门诊。”该县老

中医曹子成介绍说，有了县里的支持，目前

所有乡镇卫生院开设了中医特色专科，80%

的村卫生所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简、便、验、

廉”的中医药服务走进了千家万户。

郸城紧临“中华药都”亳州，一直以来就

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白术、半夏、丹参、薄荷

“四大郸药”闻明全国。白马镇胡楼村胡光

山是当地的药材种植大户，他说：“一季薄荷

生长3年，除去成本，每亩纯收入可达4000

元，比种粮食划算多了。”

郸城县中医药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

“目前，我们县建有18个中药材种植、收购、

销售专业合作社，药材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

产值6000余万元，1200多户贫困户有了稳

定收入。”

每公斤90多元的半夏加工成饮片可以

卖到160多元，从药材到药品，让郸城人尝到

了甜头。如今，上海迪冉、大润升、武汉人福、

巨鑫药业等多家医药龙头企业纷纷落户郸

城，涉及中药系列、滴丸系列、颗粒冲剂系列

等上百种产品，医药产业产值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的30%以上，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

“以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平台，依

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加大招

商引资和科技研发力度，努力打造以武汉人

福、巨鑫药业为龙头的医药百亿级产业集

群。”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对中医药产业发

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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