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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
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特别强调要“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
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的身体健康。近年
来，国家在医疗健康事业等方面的投入非常
大，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
源下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许
多好的政策在基层也得到了落实。作为基层
代表，作为乡村医生，我深知干事创业离不
开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从1992年在湖上给渔民看病开始，我与
渔民相处了近 30 年，成为一家人。近年来，
湖北省洪湖市响应“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
护”的长江大保护战略，我和洪湖渔民一起
上了岸。政府大力推行医疗联合体新模式，
加大医疗保障力度，开辟就医绿色通道，为
更多人筑牢了健康基石。我们滨斗湖村卫生
室的条件也逐步改善，村民看病更省心、更
安心了。

精准扶贫，健康先行。2017年，洪湖市
推出了“1+5”健康扶贫补偿模式，以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
充保险、医疗救助、临时
救助、慈善救助相互衔
接，并开发一套贫困人口
智能识别医疗费用结算系
统。贫困患者持身份证就
可在市内医疗机构 “一
站式”即时结算，在市外
医疗机构不能“一站式”
结算的，由贫困人口自付
后，可在参保地乡镇卫生
院“一站式”即时结算。
这样一来，我们看病住院
有了“一站式”服务，可以
先看病后结算，非常方便。

家 庭 医 生 ， 服 务 健
康。目前，我们还与所有
村民进行了家庭医生签
约，建立起以居民为中
心、以家庭对象为单位、
以家庭医生为核心、以全
科团队服务为支持的家庭
医生服务体系，为签约居
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
生服务。像我们这种全科
医生，不仅会陪村民做公
共卫生的健康体检，还会
定期进行检查和随访，24
小时服务，让村民随时都
能得到帮助。

渔 民 上 岸 ， 生 活 更
美。2017年底，我们洪湖彻底告别了“网连
网，竿连竿”的局面。在湖中划了25年小船
去给渔民看病后，如今我也有了新去处，在
滨湖办事处船头咀卫生室里继续为渔民服
务。以前，遇到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湖
上无法通行，就可能耽误病情。如今，大家
看病不再担心受到天气影响，有病能及时得
到医治。现在，我每天接诊约30人次，近两
年我一共接诊 2 万人次以上。能在更好的环
境里守护大家的健康，我感到很高兴。今后，
更健康的中国，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守护。

（作者谢爱娥，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
妇女十二大代表。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最美乡村医生等荣誉。现
为湖北省洪湖市滨湖办事处滨斗湖
村村委委员，村妇联主席，洪湖市
妇联兼职副主席。叶 子 刘山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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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有了新探索

“三权分置”这一制度创新，要从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说起。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立
下“生死状”，在村内实行以“包产到户”“包
干到户”为主要内容的承包责任制。

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就获
得了大丰收。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正式登上中国农村土地
经营制度的历史舞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
制的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户家
庭，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集体
承包土地，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来自家庭成员。

然而，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
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就业，留守

在农村的劳动力日益老龄化，以至农村土地利
用效率低下，农村土地改革需要深化。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
置”的新办法。

如今，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正在
推行。

上海市松江区等地探索引导农户将土地经
营权流转给村集体，统一整理后再发包给有经
营能力农户的家庭农场制；四川省崇州市探索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农户、合作社、职
业经理人和专业服务组织共同经营的农业共营
制；江苏省南通市等地探索土地经营权主体不
变，农户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委托专业服务组
织、合作社全托管、半托管开展农业生产经营
的农业生产托管制等多种模式。

这些实践，实质都是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
或共享，形成土地集中型、服务集中型两种基
本规模经营形式，这些探索都有了喜人的效
果：整合和活化土地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
效率，推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让农
村产业发展空间极大拓宽，为农村发展带来实
实在在的红利。

产业有了新发展

“三权分置”首先要进行确权。
安徽省是最早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试点的省份之一。目前，全省共发

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1215 万本，占已测绘
农户的 99.9%，完成建立农户确权档案 1213 万
户，占已测绘农户的99.7%。

领到“红证书”有什么意义？昔日“大包
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颁了证，土地就
有了‘身份证’，变成了‘活资产’。自家的地
可以放心流转、入股，拿租金、分红利，到银

行还能抵押贷款。”关友江说，“大包干”让农
民吃饱饭，确权颁证让农民吃下了“定心丸”。

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民没有后
顾之忧地将自家的地流转、入股，盘活了土地
资源，有利于推动规模经营，为发展乡村旅游
和特色农业等农村产业铺平了道路。

截至今年 3 月，安徽省 105 个县 （市、区）
已经全部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管理平台建
设任务。下一步的计划是在完善县级数据库的
基础上，依托大数据中心，推动省级土地承包
经营权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与“三权分置”配套的各项制度也在逐步
完善中。

2018 年，浙江省进一步完善“三权分置”
制度，出台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截至目前，浙
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率达
到 97.4%。

在集体产权的权属确认工作基本完成基础
上，浙江省出台管理办法，支持各地开展股权
继承、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权能改革试点。
全省30%以上的市县制定放活股权权能政策，建
立了市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93个、乡镇产
权服务平台 979 个。截至目前，累计交易 3.3 万
宗，交易额超100亿元。

目前，安徽省105个县 （市、区） 全部设立
仲裁委员会，1330 个乡 （镇） 设立农村土地承
包调解委员会，14468个行政村设立调解小组或
有专人负责调解，聘用仲裁员 2596 名。去年全
省共调解土地承包纠纷 8950 多件、仲裁 50 多

件，“乡村调解、县级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机制得到健全和完善。

有了确权和制度保障，各地“三权分置”
改革已见成效，改革释放的红利促进了现代农
业发展。

河南省邓州市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确权颁证
的基础上，提出“政府集中流转、土地综合整
理后再推向市场”的“三权分置”改革方案，
并在孟楼镇试点。在自愿的前提下，截至 2018
年11月，孟楼镇共签订流转合同5966份，达到
总户数的98.6％，土地流转面积达6.2万亩。

土地集中流转后，河南邓州国土开发公司
投资 1.35 亿元，实施了土地综合治理和地力提
升工程，地力得到显著提升，外来资金入驻孟
楼镇的意愿提高了，为当地农业多样化经营提
供了可能。截至 2018 年 11 月，孟楼镇 6.3 万亩
集中土地已经有 30多家经营主体，除了本地的
种植养殖合作社，还有通威集团等大型企业。

“三权分置”还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泉村是有名的古村

落，旅游资源丰富，因此被选定为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工作试点村。该村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社后，合作社作主体出面流转土地，加快了
土地流转的速度，促进了旅游资源的经营开
发。2018年有11个项目落户东泉村，计划投资
额达2700万元。

融资有了新渠道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为农民探索出了一条
致富之路。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农场主张籍
友忙着改建大棚，他的家庭农场已初具规模。

“新流转的土地、建大棚、买种子化肥都需要
钱。以前靠家里的房子和信用贷款，到期一还
款刚刚回本，哪还有钱扩大再经营？”面对发
展资金的不足，张籍友一筹莫展。

事情的转机则来自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张籍友以土地经营权作抵押，向当地银行
贷款。“不仅可以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还款
期也可根据种植内容灵活调整，这下可以放心
扩大种植规模了。”张籍友说。

在彭山区，不少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张籍友这
样的家庭农场经营方式。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给他们解决了一大难题。彭山区的农民们尝到
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带来的甜头，如今，这
一政策在当地逐步推开，为农民提供金融支持。

今年 3 月 1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
长吴宏耀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健全小农户信用
信息征集和评价体系，探索完善无抵押、无担
保的小农户小额信用信贷。扩大农业农村贷款
抵押物范围，全面推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来促进提升小农户融资能力。

土地经营权入股是另一项帮助农民致富的
方法。

刘俊杰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
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
经营后，农业农村部在黑龙江桦南县等7个地区
开展了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
点。经过几年探索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探索形成多元化入股模式。目前，各试点
地区已经探索形成了农民入股公司、农民与原
公司成立新公司、农民入股合作社等多元化的
入股模式。大多数公司、农民合作社对农民实
行“保底收益+股份分红”，也有个别直接实行

“按股分红”或“按股分享销售收入”。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通过引导农

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有效解决了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中土地如何获得、谁来经营、怎么经

营、如何确保土地经营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通
过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可以把一家一户的

“小地块”整合为“大地块”，实施统一规划、
统一作业、统一经营。

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转
化为农民持有的公司、农民合作社股份，农民的
收入来源从农产品生产环节拓展到涵盖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的农业全产业链。土地经营权
入股后，公司、农民合作社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
销售、运输等，也会创造一定数量的岗位，入股的
农民实现既持股分红又上班领薪。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观察——

产业活起来 农民富起来
陆培法 李坤晋 段钇男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善落实集体所有权、

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

系。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融资。

“三权分置”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分置并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俊

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有很

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开辟了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

的新路径，在保护农户承包权益的基础上，赋予新型经

营主体更加稳定的土地经营权能。

如今，“三权分置”正在推行，效果如何？有哪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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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后，，农民吃上了农民吃上了““定心丸定心丸”。”。 彭圣洲彭圣洲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通过推进四川眉山市彭山区通过推进
““三权分置三权分置”，”，使昔日撂荒的山地得使昔日撂荒的山地得
以 激 活以 激 活 ，， 变 成 生 态 观 光 走 廊变 成 生 态 观 光 走 廊 。。

姚永亮姚永亮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代 表 走 笔代 表 走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