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加强生态保
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制
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逐步建立，在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自然资源资产底数不清、所有者
不到位、权责不明晰、权益不落实、监管
保护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产权纠纷多
发、资源保护乏力、开发利用粗放、生态
退化严重。为加快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完善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体系为重点，以落实产权主体为
关键，以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为基础，着
力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
修复，加强监督管理，注重改革创新，加
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
中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系，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基础支撑。

（二）基本原则
——— 坚持保护优先、集约利用。正确

处理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既要发
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在严格保护资
源、提升生态功能中的基础作用，又要发
挥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 坚持市场配置、政府监管。以扩
权赋能、激发活力为重心，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探索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
权益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提升自然资源要
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加强政府监督管理，
促进自然资源权利人合理利用资源。

——— 坚持物权法定、平等保护。依法
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权利
行使主体，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和

权能，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平等保护各类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主体合法权益，更好发挥产权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激励约束
作用。

——— 坚持依法改革、试点先行。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既要发
挥改革顶层设计的指导作用，又要鼓励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大胆探
索，为制度创新提供鲜活经验。

（三）总体目标。到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升，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下转第三版）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4日讯 今天，记者从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获悉，随着企业注销
“一网通”系统于4月10日正式上线，山
东实现企业注销“一网通办”服务，比国
家要求提前了5个月。据介绍，自“一网
通”系统4月8日试运行以来，全省已有
516家企业通过该系统申请了注销登记，
其中98家企业完成了各相关部门的注销登
记手续。

近年来，开办企业越来越便捷，但注
销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报2018年11月27
日一版曾刊发报道《企业注销为何仍需
“多头跑”》）。

2019年伊始，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企
业“注销难”专门研究并作出部署。山东

省政府组织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等有
关部门专题研究企业“注销难”问题，并
提出明确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省市场监
管局等九部门于3月20日印发了《推进企
业注销便利化 建设企业注销“一网通
办”系统实施方案》，进一步推进企业注
销便利化，精简文书材料、优化流程；强
化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按照部门“信
息共享、同步指引”的原则，将依次向各
有关部门分别提交注销材料的传统模式，
改造为“一网通办、一窗受理、并行办
理”模式，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在企业
开办“一窗通”系统下，开设了企业注销
网上服务专区，实现一个系统下完成企业
在各有关部门的全部注销手续。

落实企业注销改革措施。采取“互

联网+政务服务”手段，落实企业注销
便利化改革要求，支持企业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发布债权人公
告和进行清算组备案，注销登记时企业
不再提交《备案通知书》、报纸样张等
材料。

实施税务注销分类处理。对提出简易
注销且未办理过涉税事宜，或者办理过涉
税事宜但未领取发票、无欠税（滞纳金）
及罚款的企业，税务部门实行清税手续免
办服务，直接将免办信息反馈到“一网
通”系统，企业无需到税务部门办理清税
手续；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对未处于
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
款、已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
的企业，税务部门提供即办服务，当场出

具清税证明。对符合即办条件但有未结事
项的，采取“承诺制”容缺办理；不能通
过免办服务和即办服务完成税务注销的
企业，“一网通”系统提示办理“税务
一般注销”的流程和需办理的涉税事
项，提供“电子税务局”链接，方便企
业网上申请。企业完成税务注销后，税
务部门将清税信息实时推送“一网通”
系统，减少企业资料报送，加快注销办
理速度。

提升注销企业银行销户服务。支持注
销企业通过“一网通”系统在线向银行机
构提交销户预约申请，明示企业销户所需
资料清单并一次性告知，方便企业对照操
作，便利注销企业撤销银行账户，持续提
升企业销户服务质量。

山东向企业“注销难”说再见
“一网通”系统正式上线，实现一个系统下完成全部注销手续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文存

脱贫两年的刘家庄，近日又频传捷
报：新建村“两委”大院要竣工，百亩
林果要丰收。看着山村面貌一天一个
样，村支书刘西方喜不自胜。

刘家庄曾是新泰市羊流镇有名的贫
困村，村民靠山种地，一年挣不了几个
钱，村集体更是没有来钱项。“那时
候，到镇里开会，村里连个车票钱都出
不起。”刘西方回忆。现在，村子发展
走上了“快车道”，他的底气也足了起
来。

去年以来，新泰市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连片打造乡村振兴综合示范
区，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增美的良好效果，真正让农民挺直了腰
杆。

记者沿着羊流镇西北方向的丘陵地
一路走来，藜麦、茶园、百合种植园映
入眼帘，这里是新泰惠美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泰山百合园所在地。

6年，16个村，流转26000亩土地，
上千人家门口就业。惠美农牧将这片曾
经没水、没电、没路的荒芜之地，开发
成为一个集百合种植、加工、旅游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实现年销售收入近亿
元。

在它的带动下，近年来，羊流镇先
后发展了百合园、猕猴桃园、榛子园、
鸵鸟园等千亩农业示范园，打造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自西向东形成一条农业
产业观光带。

“‘一产’变‘六产’，这要搁在
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新泰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李秀新介绍，是社会工商资本的
介入，带来了新泰农业翻天覆地的变
化。

为吸引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当地一
方面设立了1亿元的乡村振兴产业引导
基金，组建新泰市富美乡村振兴发展集
团，采取财政出资、银行融资、企业投
资联合的方式，集中资金打造乡村振兴
重点项目。另一方面，制定出台含金量
高的“人才十条”，设立1亿元招才引
智基金、2000万元人才工作专项资金，
落实资金、服务、社保等综合性支持措
施，为乡村振兴吸纳高端人才。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引进工商资
本87亿元，发展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212家。龙头企业的纷纷落地，推动了
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短短几年，在石
莱镇，拥有了全国最大的有机茶园———
泰茶“良心谷”；在翟镇，建起了采煤
沉陷区农光互补光伏示范基地；在谷里
镇，一座栽植樱桃10万余株的高效农业
科技示范园拔地而起……

如今，全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已达
124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家、
家庭农场2010家，累计流转耕地56 . 34万
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58 . 57%，带动
23 . 5万农户增收致富。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近年
来，当地以生态振兴为抓手，聚焦农村
“七改”和村庄清洁，注重点线面结
合，沿线布点、连线成带、成片发展，
突出抓好覆盖羊流镇、泉沟镇等12个乡
镇、212个村的区域示范片建设，提升
区域景观整体效应。其中，2018年市级
财政拿出财政收入的12 . 38%，7 . 6亿多
元，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仅
乡村面貌大大改观，同时带动了乡村的
产业振兴。

“去年，光花白鲢就逮了8万斤。”提
起村头新建的鱼塘，西张庄镇西白沙村
党支部书记范焕银笑开了花。他说，这里
南邻柴汶河，原本是一条臭水河，河两岸
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别说养鱼，就是浇
地都不敢用。” （下转第二版）

□记者 付玉婷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4月14日讯 新时代新征

程，“寿光模式”如何创新提升？今天
在寿光召开的新时代创新提升“寿光模
式”研讨会，围绕乡村“五大振兴”，
就“寿光模式”创新提升路子怎么走、
方向如何把握等把脉支招，助推“寿光
模式”向2 . 0版本跃升。

改革开放以来，寿光以蔬菜产业化
引领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带动农
民富裕、城乡融合、农村城镇化，被称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寿光模式”，在
全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数据显示，如今寿光每年有8000名
以上农业技术人员在全国30个省（区、
市）指导农业园区建设或蔬菜生产；而
作为设施蔬菜重要发祥地，寿光大棚蔬
菜面积已发展到60多万亩，科技进步对
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

一种经验或做法之所以被称为“模

式”，在于它能经受住时间检验，发展动
力有可持续性。潍坊市委副书记、寿光市
委书记林红玉表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寿光模式”亟须通过创
新升级，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参考和实
践指导。去年以来，围绕如何创新提升

“寿光模式”，寿光展开了全市范围的大
讨论，初步确定以生产标准化、蔬菜品牌
化、农业园区化、农民职业化、乡村宜居
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六化”发展方向
为抓手，赋予“寿光模式”新的时代内涵。

生产标准化方面，寿光将成立国家
蔬菜质量标准产业联盟，尽快集成一批
“行业标准”并上升为“国家标准”，
打造成为全国设施农业标准输出中心。

蔬菜品牌化方面，将围绕“寿光蔬
菜”这一区域公用品牌，着力打造一批
高端单体品牌。

农业园区化方面，将以工厂化理念

建设运营农业园区，推广智能温控、区
块链全程追溯等新技术，实现由粗放分
散发展向组织化、集约化发展转变。

农民职业化方面，鼓励农业人才回
乡创业，着力培养一批有技术、有见
识、会经营的新型“绿领”农民，以人
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宜居化方面，将扎实开展美丽
乡村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三年行
动，3年内让全市975个村全部达到美丽
乡村示范村标准。

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推动教育、医
疗、养老等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用，实现农业
生态美、农村环境美、农民精神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名誉
院长逄锦聚建议，对乡村治理新机制的
探索，也应成为创新提升“寿光模式”
的重要落脚点，着力探索法治德治相结
合、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相结合，从过去
主要着眼于产业的思维中跳出来，实现
“寿光模式”在新时代的拓展。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寿光、
潍坊被寄予厚望。”省委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明子春表示，“寿光模式”创新提
升，实际上就是要将农业产业化、现代
化的“寿光模式”，创新转化为乡村振
兴的“寿光模式”，尤其就如何解决好
乡村振兴的组织化、标准化、智慧化问
题率先展开探索。

“寿光模式”迈向升级版
以“六化”为抓手，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寿光力量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山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如何下好下活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各地围绕

“五大振兴”，立足自身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展开了生动实践。

让我们一起来看：新泰如何通过“龙头”集聚、园区连片建起大农业，带动广大农户融入产业链条中实现增收致富；

寿光如何谋划在新时代创新提升“寿光模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寿光力量。

新泰连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引进工商资本87亿元，流转耕地56 . 34万亩，带动23 . 5万农户增收致富

医院门口道路“肠梗阻”亟待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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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发现

寒武纪“化石宝库”清江生物群

探寻5亿年前

“生命大爆发”之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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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的研

究团队长期坚持野

外 发 掘 和 室 内 研

究，逐渐揭开了这

个寒武纪“化石宝

库”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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