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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至今，鄄城县鲁锦工艺品有限

公司依然坚持全手工制作鲁锦。
“鲁锦包括8种基本图案，基本图
案又可以变幻出近2000种绚丽多彩
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
工。很多消费者看中的就是它的工
艺价值。真正用手工织造的鲁锦，
市场依旧坚挺。”路维民说。

如何让鲁锦恢复更强的生命力
进而形成产业呢？路维民的做法是
以“非遗”带动产业，以产业反哺
“非遗”。“现在我们开发的鲁锦
产品已经注册了‘精一纺’商标，

并逐步加强鲁锦织造人才的培养和
储备，提高鲁锦生产者的技能，防
止鲁锦织造技艺失传。”路维民对
记者说。

2018年的上合组织峰会，让路
维民看到了更大的发展前景。路维
民说，当时他专门邀请了鲁锦织造
技艺代表传承人刘春英亲自负责鲁
锦面料的织造。整幅织锦既色彩丰
富，又古朴典雅，制作的请柬彰显
了自然、和谐、吉祥的文化气质。

同年在济南举办的第五届“非
遗”博览会上，鄄城鲁锦又一次受
到关注。“我们的展台前游人如

织，展品很受欢迎，带去的样品全
被抢购一空。”一说起当时的参展
情况，路维民笑容满面。

路维民笑容背后有历尽艰辛终
获成功的喜悦，也有多年付出得到
广泛认可的满足。目前，这一产业
已带动3000多名农村妇女从事鲁锦
织造，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保护
了鲁锦织造这项几近灭绝的传统工
艺，使其得以有效传承。

“如果和生活结合得好，市场
就会越做越大，也能够做出千年鲁
锦的特色和品牌。”路维民坚定地
说。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近日
公布。很多地方土地二轮承包即将
到期，“长久不变”如何落实？能
否稳定新型经营主体预期？进城农
民承包地怎样处理？无地或少地的
农户权益如何保障？在国新办28日
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央农办主任、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农业农村
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
吴宏耀回答了上述热点话题。

延包：

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

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
期，农民对延包问题很关心。如何
确保“长久不变”政策落地？

韩长赋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并保持
承包关系稳定不变，为解决吃饭问
题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保持农村
长期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此次发
布的意见，是一个既管当前又管长
远、“一不动百不摇”的重要制度设
计，有利于增强农民发展生产的信
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保障农村的长治久安。

他介绍说，党的十九大提出，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我国现有15亿多亩农村承包地，
涉及近两亿农户。二轮承包是从1993

年开始，到1999年基本完成。如果按
承包期三十年计算，到2023年开始，
二轮承包就开始大批到期，要开始
延包，高峰期集中在2026年到2028

年。因为各地承包起始时间不同，实
际已有少部分村开始做这项工作。

韩长赋说，意见规定，坚持延包
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
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
稳定。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以各地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计算。

他表示，今后一是要把证书发
到农民手中。从2014年起，我国开
始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目前
发证率超过 9 4 %，要抓好扫尾工
作，应发尽发。二是抓紧修改完善
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配
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三是开展
延包试点，探索经验，中央及有关
部门将出台指导意见。

新型经营主体：

确保流转土地预期稳定

二轮承包即将到期，是否会影响

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吴宏耀表示，对此意见给出了

一些办法。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
要延包，让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
地继续保持稳定，这给承包户和新
型经营主体都吃下“定心丸”，到
期后农户可以延包，经营主体可以
再签续订合同，延期流转土地。

新修订的土地承包法也给出了
一些方案。按照法律规定，投资主
体对农业的长期投资，可按照合同
约定获得合理补偿。在尊重农民意
愿并进行充分协商基础上，新型经
营主体流转土地时，可以通过合同
约定等方式协商确定二轮承包到期
后继续经营的具体条款。

“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很多
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在合同中约
定，在承包到期后，在政策允许的
情况下，继续由新型经营主体，也
就是原来的主体来经营，较好地解
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吴宏耀说。

进城农民承包地：

选择权交给农民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民进城落
户越来越多，这些农民承包地如何
处理？

韩长赋表示，全国现在进城务
工经商的农民大约是2 . 88亿，其中举
家进城务工经商的有3000多万户。

“进城农户的承包地怎么处
置？这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也关
系到农村社会稳定。我们要有足够
的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收回农民的
承包地，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
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而不
是代替农民选择。”韩长赋说。

意见提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
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
件。对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
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
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权或
将承包地退还集体经济组织，也可
鼓励其多种形式流转承包地经营
权。对长期弃耕抛荒承包地的，发
包方可以依法采取措施防止和纠正
弃耕抛荒行为。

无地少地农户：

多措并举支持发展

近年来，由于人口增减和自然
灾害损毁等原因，一些农户存在无
地或少地情况，如何保障其权益？

韩长赋说，因为生老病死等客
观情况，以及有农户二轮承包时举

家进城打工，主动放弃承包等原
因，一些承包农户之间占有的耕地
不均，也有一些农户少地甚至无
地。据初步调查和统计，这些农户
约占农户总数的0 . 94%。

意见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不得
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对少数存在承包
地因自然灾害毁损等特殊情形且群
众普遍要求调地的村组，届时可按照
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由农民集体
民主协商，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

（镇）政府和县级政府农业等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可在个别农户间作适当
调整，但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

韩长赋说，各地也在研究和探
索。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
集体预留的机动地、新开垦的耕地、
原承包户依法自愿交回的耕地等来
解决；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无地少
地的农民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来耕
种。此外，还要帮助农户提高就业
技能，鼓励进城打工，推进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扩大就业和增收的门路。
可能还有确实生活无着落、有实际
困难的农户，可以通过提供基本社
会保障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轮承包到期，“长久不变”如何落实
——— 中央农办负责人谈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热点问题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11月28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外国
人来山东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措
施》共10项内容，其中，我省试行
持有外国人才签证人员免办工作许
可，此举为全国首创。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创新外
国人才创新机制，拓宽外国人才工
作领域，每年来山东工作的外国人
才达4万余次，其中，外国高端人
才约5000人次。在全国其他省市，
均没有出台类似政策的情况下，我

省出台了含金量足，操作性和实用
性强的《措施》。《措施》提高了
政策的开放度，外国高端人才不作
年龄限制。对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
才放宽学历要求，吸引外国的技能
型人才为我省解决技术难题。《措
施》还提高了外国高端人才来鲁的
便利化。允许外国高端人才在境内
直接申请最长期限5年的工作许可
及工作类居留许可，允许用人单位
为外国高端人才聘请外籍家政服务
人员。经积极争取科技部同意，允
许我省试行持有外国人才签证人员
免办工作许可的做法，此举为全国

首创。
同时，《措施》提高了政策的

可操作性。细化明确可以享受鼓励
性加分政策的人员范围，相关部门
联合发文，解决了境内申办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工作许可年限和居
留许可年限不一致的问题。

《措施》进一步压缩了申报
材料，将许可期限最大化，按照
政策上限给予工作许可证和居留
许可证有效期限。还进一步压缩
许可审批时间，工作许可延期的
审批时间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
工作日。

农村大众报嘉祥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薛海波）11月27日至
28日，第六届海峡两岸（嘉祥）曾
子思想研讨会暨礼孝文化论坛在济
宁市嘉祥县举行。论坛期间，嘉祥
还举办了2019中国（嘉祥）手套产
业展览会。

作为曾子故里，嘉祥相继在北
京、香港、济南等地举办全国和国际

性曾子思想研讨会10余次，编著出
版《曾子文化全书》《曾子大传》等著
述 2 3部，举办曾子文化主题宣讲
1 6 0 0 多 次 。“ 文 化 搭 台 ，经济唱
戏”，在本届文化论坛期间，嘉祥
县邀请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
以及上海、浙江等地74家客商参加
2019中国（嘉祥）手套产业展览会
相关活动。

《外国人来山东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施》提出

持外国人才签证在山东可免办工作许可

曾子思想研讨会暨礼孝文化论坛举行
2019中国（嘉祥）手套产业展览会同期举行

没有锣鼓喧天和彩旗飘飘，也
没有鲜花和蛋糕。

11月28日，60周岁的山东省农业
机械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山东省农
机院)过了一个俭朴却别致的生日：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等专家
前来济南，作学术报告，探讨智慧农
业、农机装备行业转型升级、农机与
农艺融合等问题。

1 9 5 9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
著名论断。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
而成立的山东省农机院，隶属山东
省农科院管理，之后分离出去，兜
兜转转50余载，2015年回归山东省
农科院怀抱。当初一棵矮小羸弱的

幼苗——— 以农具改良和半机械化农
具研制为主的研究室，栉风沐雨一
甲子，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 集农业装备应用基础研究、
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推广、试验检测
和信息服务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
性科研事业单位，拥有4个研发中
心、2个行业服务中心、2个科技产
业实体。60年来，它为山东乃至全
国农机工业发展和农业机械化事业
作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行业专家
们的肯定和广大农民的称赞。

山东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李长胜
出席今天召开的山东省农机院高质
量发展推进会暨黄淮海智能农业装
备发展论坛。他要求山东省农机院

戒骄戒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
入研究思考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举措，紧密对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需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新成
果新技术培育及推广力度，为山东
农业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
刘娜也出席了论坛，对山东省农机
院6 0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祝
贺，并提出希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中国
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陈志、农业
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党委
书记胡志超、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
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何勇、青岛

农业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尚书旗、山
东棉花研究中心主任董合忠、山东
省农机院田间作业技术装备研发中
心副主任史嵩，先后走上主席台，作
了《智慧农业现状与展望》《我国农
机装备行业转型升级思考》《加强农
机农艺融合 促进花生全程机械
化》《智慧农业信息快速获取与精准
管控技术》《特色油料作物机械化技
术与装备》《农机农艺融合助推棉花
高效轻简化生产》《高速精密播种
装备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研究》等
学术报告。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企业的300余名代表聚精会神聆
听，好似分享了一顿生日大餐，收
获颇丰。

山东省农机院理事长兼党委书
记范本荣总结说，60年来，全院科
研人员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
实现农业机械现代化为己任，致力
于科技创新，研究出一大批科技成
果，截至2018年底，共完成各类科
研项目800余项，有180余项获国家
或省科技成果奖；获得专利350余
项。其中，多数成果填补了省内或
国内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或国际
先进水平。这些成果转化应用覆盖
了山东省绝大多数农机制造企业，
辐射和带动了农机行业和农机制造
企业的技术创新。

论坛举办期间，伴随着轻松欢
快的乐曲，山东省农机院有关科研
人员登上主席台，分别领取了建院
60周年立志奉献奖、先进模范人物
奖、优秀青年科技奖证书；全省有
关单位的28项科研成果被授予泰山
农业机械科学技术奖。

(陈建志 程娟)

一场特殊的生日盛宴
山东省农机院邀请院士专家作学术报告庆祝建院60周年

债权转让公告
临沂北方焦化有限公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300756373261P)、张兰花(身

份证号：372801196205088126)：

现本人李爱君(身份号码：

372828195703100023)已将临沂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

字第49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所

有债权依法转让给蒋来群 (身

份证号：371302197207304614)、

李 相 志 ( 身 份 证 号 ：

371302198402014617)，请向蒋来

群、李相志履行上述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李爱君

2019年11月28日

临沂北方焦化有限公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300756373261P)：

现本人李燕 (身份号码：

372824196202100067)已将临沂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

字第48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所

有债权依法转让给蒋来群 (身

份证号：371302197207304614)、

李 相 志 ( 身 份 证 号 ：

371302198402014617)，请向蒋来

群、李相志履行上述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李燕

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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