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16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7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兰州 7 月 28 日电(记者张钦)40 岁的冷文杰过去
为贷二三十万元钱四处找保人而犯难，最近却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一次抵押贷款 800 万元。这得益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仅可以和
国有建设用地一样入市交易，也同样可以抵押贷款。

冷文杰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的一名中药材收购
商。自 1997年撂下锄头、白手起家起，他一面从当地农民手中收
购党参、黄芪等道地中药材，一面从全国多家药厂接手订单供
货。每年，一到收购药材旺季，农民的货款要付，而药厂的货款一
时还拿不到，他总要为二三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的周转资金缺口
而发愁不已。要想贷款不难，就得有厂房、楼房等担保物，而盖厂
房、楼房的前提是得有一块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建设用地。多年
来，这个“死结”让冷文杰感到，生意再往大做，简直就是奢望。

去年 2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在 33 个试点
县(市、区)，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征收、宅基地管理的
相关规定。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
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与国
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冷文杰的家乡陇西县，承担
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试点任务。冷文杰成
了首个吃螃蟹的人。

去年 11 月 27 日，陇西县敲响西北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的第一槌。眼光敏锐的冷文杰踏进县里
刚刚揭牌的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
首阳镇上一块 0 . 6 亩的临街商业用地使用权，成为西北地区
第一批通过协议出让获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人。最
初，他的想法只是盖一栋四层楼，没想到一本土地使用权证竟
意外地帮他破解了贷款难。5 月 23 日，他将信将疑地到中国
邮储银行甘肃分行陇西支行抵押贷款，结果得到工作人员的
热情接待。“和地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见过比这 0 . 6 亩地更
硬气的。”冷文杰说，拿到这笔贷款，他今年准备大干一场。

像冷文杰这样，随着农村集体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
逐渐深入，陇西县市场各方反应积极。受访的农村集体、群众
和土地受让者都反映从中受益。

城乡建设用地可望同权同价，农村沉睡资产进一步“唤醒”。
去年底，陇西县以拍卖方式出让巩昌镇一块不到 4 亩的集体建
设用地，起拍价 120 多万元，最初大家预计的成交价是 180 万元
左右，没想到落槌时达到 214 万元。陇西县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忠
荣说，2015年底至今，当地两次入市交易 22宗 46 .92亩集体建
设用地，与相近地段国有建设用地基本同价。

集体经济有望壮大，群众权益得到保障。去年底，首阳镇南
门村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出让了 5 宗临街商业用地，在缴纳税费
后，大部分出让价款主要充作集体公益金，用于全村公共事业、
改善基础设施。当地制定的试点方案显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是否入市，村里须研究，群众须知情，须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
代表同意。今后，入市决定、结果和收益分配方案都需公示。

市场连锁反应积极。陇西现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5195 亩，总量不多，分布零散。46 . 92 亩的交易量就更少了。然
而，市场各方看好的是改革释放出的打破城乡二元、集体建设
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同权同价等强烈信号。以中国邮储
银行甘肃省分行陇西县支行为例，上半年，这家金融机构新增
贷款同比增长明显，而冷文杰获得的 800 万元抵押贷款，占新
增贷款的近一半。“这只是一笔贷款，随着改革深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邮储银行陇西县支行行长祁军分析，过去由于农民
和农村小微企业缺乏担保，银行不敢贷。而农地入市改革试点
推行后，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值的市场预期大幅提高。同时，
土地使用权人也有了“硬担保”。

银监会、国土资源部日前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这又是一个利好消息。陇西
县副县长王文雁说，当地所有银行都开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抵押融资业务，抵押融资比例与国有土地同等。

目前，陇西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步入深水区，
就农地入市收益分配、农村集体所有权结构等难题攻坚。陇西
县委副书记汤晓春说，改革的底线是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每当改革遇到难题，县里
就先拿这“三把尺子”量一量。

“农地能和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了”
甘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追踪

小
山
村
从
无
人
问
津
到
热
门
景
点

浙
江
安
吉
农
村
公
路
扶
贫
修
一
条
路
改
变
一
个
村
子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28 日电(记者张丽娜)“我参加了村里
的扶贫互助社，不出村就借到了钱，村民身边的‘银行’帮了大忙
啊！”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小牛群镇官山沟村养鸡户陈猛高
说，通过“互助社”，没用任何抵押物就借到 6000元购买鸡饲料。

成立扶贫互助发展合作社是小牛群镇官山沟村探索的一
种新型互助模式。

据扶贫互助社理事长吴建成介绍，该村扶贫互助发展合
作社，以户为单位，每户一人加入。根据入社自愿原则，参加合
作社的村民交纳 100 元至 500 元不等的互助金，贫困户可以
少交或免交，并享有与其他入社农户同等权利，可优先获得资
金和技术支持。农户退出互助社时退还农户交纳的互助金。

借助 40 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作为基础保障金，官山沟村扶

贫互助社今年 1 月成立，旨在通过村民互助的形式帮助农民贷
款，解决身边的小困难。为提高工作效率，该社简化借款程序，互
助资金按照农户申请、多户联保、管理机构审批、公示、签合同、放
款等程序运行。借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实行本村互助社社员内
部 3 — 5 户“联保制”，每户最高 6000 元的低息贷款。

“我们希望多种途径‘扶强带弱’，让大家‘结对子’互助，共
同打响脱贫攻坚战。”据喀喇沁旗委书记高希华介绍，贫困村
互助资金是以财政扶贫资金为引导，在贫困村建立民有、民
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的生产发展资金。

喀喇沁旗自 2006 年被国家确定为试点旗以后，通过竞争
演讲、评委现场打分的形式确定了 5 个试点村，并按照上级要
求，成立互助组织，制订出台试点方案和管理办法。因为便捷

高效，扶贫互助社被看成是“农民自己的银行”“身边的银行”，
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体的欢迎，全旗互助资金“雪球”
越滚越大。

截至目前，喀喇沁旗试点村达到 31 个，资金总规模达到
1070万元，组建互助小组 908个，入社农户 3253户，累计发放互
助资金 6820万元，累计借款户 1.65万户，到期还款率 100%。

除了村民之间的互助形式外，喀喇沁旗还注重培养扶持
带动能力强的党员“结对子”：一方面，村“两委”班子成员与群
众中的致富能人结成联络对子，从扶持政策、创业方向、市场
信息等方面加强引导；另一方面，组织有帮带能力的 5826 名
党员与贫困户结成 6132 个帮扶对子，通过土地出租入股、雇
佣劳务用工等方式，互惠互利开展帮扶工作。

扶贫互助社成村民自己的“银行”

新华社杭州 7 月 28 日电(记者何玲玲、商意盈)浙江经济
“半年考”近日公布“成绩单”：生产总值 20762 亿元，同比增长
7 . 7%，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62 . 6%，尤其亮眼
的是，省会杭州 GDP 增速居 19 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第一。

漂亮的“半年报”背后，是浙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
兴增长点频现。动力之变、结构之变、方式之变，就像一组由
加、减、乘、除组成的经济“四则运算”，让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的浙江，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又一次勇立潮头，凯歌当行。

加：创业创新蓬勃发展

在位于杭州余杭的“梦想小镇”，粉墙黛瓦的旧式民居和
美轮美奂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12 个旧时粮仓被改建成孕育
梦想的种子仓。短短 1 年多，集聚互联网创业项目 680 余个、
创业人才 6400 名。

水马环保是“梦想小镇”中一家新材料水净化科技公司，
相比传统的净水企业，他们给公司注入了不一样的互联网基
因。“我们不仅想让大家喝上干净的水，同时净水器的取水口
还有人体数据采集和收集功能，通过大数据可以实时监测健
康状况，一举多得。”公司 CEO 李渊敏说。

浙江的创业创新，既有制造业、服务业企业蓬勃发展，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基金、私募等金融机构。位于杭州上城区的
“基金小镇”仅有 3 平方公里，累计入驻金融机构超过 500 家，
集聚高端专业人才 1600 多名。

“老城区走出经济发展新路子尤其困难，基金小镇成立 1
年多，目前管理资金超过 4000 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税收 6 . 5
亿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上城区委书记缪承潮说。

“梦想小镇”和“基金小镇”只是浙江如火如荼创业创新的
一个缩影。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新设企业 150448

户，增长 35 . 7%，新设个体工商户 310981 户，增长 12 . 7%。

减：去产能腾挪新空间

锈迹斑驳的高炉依旧，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机器轰鸣。在
用完最后一批坯料、结束了流水线上最后的一道工序，经历了
半个多世纪，承载了许多人青春记忆的杭州半山钢铁基地，半
年前正式“熄火”，全线关停。

创建 58 年来，杭钢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但近年来钢铁企业效益急剧滑坡，且由于高排放、高能耗
的行业特性，跟杭州城市功能定位越来越不相符，浙江省委省
政府做出了关停杭钢半山基地的决策部署。

杭钢董事长陈月亮说，半山钢铁基地已经安全有序关停、妥
善分流安置 1.2万名员工，并完成了杭钢股份重大资产重组。

杭钢只是浙江积极推行“去产能”的一个案例。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1 — 5 月，浙江省共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企业
610 家，整治“脏乱差”和“低小散”企业 7100 余家。

乘：信息经济呈裂变效应

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增长势头乏力，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是不少地方面临的困惑。浙江多地提出以发展信息经济、推动
智慧应用为主要内容的“一号工程”，推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
业化，信息经济为经济发展带来了“N 次方”效益。

生产飞机上密封垫圈的一家公司曾为与欧洲空客配套，
耗时两年改进生产，却一直达不到对方要求。最后一次审核来
临前，公司辗转找到浙江力太科技有限公司。

力太科技董事长李善通说：“我们采用了‘工厂物联网+在
线监控+全程追溯’，12 天上线，两天后通过审核，成为浙江首

个与欧洲空客实现配套的供应商。”
除了中小企业，大企业在推进信息化过程中的“发动机”

作用尤其明显。据介绍，阿里巴巴与杭州市的战略合作，已聚
焦到实施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的 27 个重点项目。
在杭州滨江区，已形成电子商务、智慧互联、智慧安防等一批
信息经济产业集群。

除：除掉制约和障碍

今年以来，浙江继续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当好“店小
二”，全面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
加大。全省行政许可事项从去年的 554 项减少到 516 项。

在杭州滨江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大厅，杭州优位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领取了全省第一张“五证合一”营业执照。“从
创业者递交材料，到领到‘五证合一’营业执照，只需要两
个工作日。”滨江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中心负责人王汀
说。

浙江的经济发展生态，不但有“内涵”，还有“颜值”。近年
来，浙江以“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为切入点，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仅今年上半年就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8029 万平方米，改造旧住宅区、城中村、旧厂区 8832 万平方
米，给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腾出广阔发展空间。

在除掉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障碍过程中，“浙江办法”层出
不穷，其中一个妙招就是进退有度，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梦想小镇”管理方，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人才服务中

心副主任谷建文说：“除了项目角逐外，‘种子仓’全权交给了经
验丰富的天使投资人、已经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创业者能否
入驻，都由市场说了算。”

浙江“加减乘除”推进经济动能转换

 7 月 28 日，在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东方航空
公司地面服务部的赵福勤

（左）和同事在搬运从飞机
上卸下的货物。

夏日里，劳动者冒着
高温坚守岗位。

新华社记者裴鑫摄

高温下的

劳动坚守

新华社杭州 7 月 28 日
电(记者周竟)农活一空下
来，目莲坞村村民郑光亮最
爱干的事情就是泡一杯当地
产的白茶，坐在自家门口，悠
闲地看着一波又一波来村里
参观的游人。

“再也不用想着搬到县
城里去了。”41 岁的郑光亮
的心里美滋滋的。

浙江省安吉县灵峰街道
的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迎
接过这么多客人。以前就算
连本地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
个隐藏在山坳里仅 80 多户
人家的自然村。

而如今，目莲坞村已声
名远扬。宽敞整洁的柏油路，
路边延绵着各种野花；一栋
栋古朴的民居，家家户户的
墙上还有美轮美奂的 3 D
画，远处群山环绕，让人犹如
置身于田园艺术之中。

“这就是我想象中世外
桃源的样子。”游人们惊叹。

而在几年前，郑光亮最
大的愿望是搬到县城去。因
为这里交通不便，村里到县
城的黄泥路要走一个多小
时，差到“没有亲戚愿意来串
门”。

安吉县以盛产竹子出
名，郑光亮家办有一个制作
竹席的小作坊。要把竹子运
到家里，是郑光亮最头痛的
事情。因为村里通往外界的
那条黄泥路，很少有车子愿
意到村里来，“雨天，泥泞难
行，整个轮子都会陷进去，甚
至有翻车危险。而晴天则漫
天灰尘，坑坑洼洼，一颠一颠
震得人屁股都疼。”

那条黄泥路扼住了郑光
亮一家生活的希望。最让村
民们担心的是，交通不便，村
子闭塞，女孩子都不大愿意
嫁进来。

在去年，郑光亮听到了
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村里
要修柏油路了，而且资金一
半是县里出的。很快，一条长
7 . 19 公里、宽 8 . 5 米的柏油
路建好了，马路直通县城，仅
需 10 多分钟。

为了让路更好看，村民
们在当地交通部门的指导
下，在路两边种上了波斯菊、
硫华菊、百日红等花花草草。

随着路的修通，这个小
村子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被外
人发现了，有多个企业表示
要把村子打造成民宿景点。
于是村子开始进行修整，拆掉了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统一
粉饰了外墙，又请专业人士在墙上进行了 3D 画创作，还新
建了凉亭、长廊和公共厕所。

如今，目莲坞村已成为当地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村里
的民宿事业将在近期投入试运营。“以后再也不用辛苦地加
工竹席了。”郑光亮和村民们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一条路改变一个村子的命运，这样的故事经常在安吉
县上演。

据了解，近 5 年来，该县投入资金近 7 . 3 亿元，对全县
所有低等级农村公路进行新建和改造提升。目前全县农村
公路里程达到 1942 . 55 公里，村村通上了柏油路。

如今，目莲坞等农村公路已经成为一道道风景，成为骑
行爱好者的必到之地。每到周末，还会有很多外地家庭到这
里来骑车、散心、观光，这里还是浙江首届环浙自行车赛的
首站赛道。

美丽公路催生美丽经济，当地的旅游收入以年均 20%
以上的速度增长。美丽公路还促进了返乡创业潮的兴起，使
一些正走向萎缩的农村经济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当地美丽农村公路连接了全县 16 处旅游景点、25 公
里休闲产业带和 44 个风情小镇建设项目，经济薄弱村全部
实现脱贫，形成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这就是公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前修路单纯解决
的是出行问题，现在还注重把路修得美观漂亮，成为可以直
接拉动经济的风景。”安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公路管理
局局长王肖峰说。

“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浙江省正
在全力推进美丽公路建设。而今，当游客行走在浙江，
不必再到处寻找景点，风景就在路上。该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思路重新定位和思考公路与生态、经济的关
系，力将全省 11 万余公里的各级公路都打造成行走的风
景线，使美丽公路成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
效途径。

▲ 7 月 28 日，在合肥市瑶海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
点就读学校和平小学花冲分校暑期课堂内，姜家法老师带
领孩子们练习书法。

今年暑期，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在辖区内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定点就读学校设立了专门的暑期课堂，免费招收辖
区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每周定期开设音乐、书法、剪
纸等兴趣课程。

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暑期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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