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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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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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在福安市赛岐镇赛岐源恒
合作社葡萄种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在通
过智慧农业物联网观察葡萄生长情况。
依托标准化现代种植方式和先进技术的
严格管理，该合作社每亩产量控制在
1800 斤至 2000 斤，葡萄糖度控制在 17%
至 20%，单串葡萄数量 35 粒至 45 粒，单
粒葡萄重量11克至13克，实现了葡萄从
量到质的嬗变。

“种葡萄不能闭门造车，哪里有新品
种、哪里有新技术，我们都要了解、都要
学习。而且，还得摸清市场需求。”从
2000 年开始，该合作社负责人许光华就
紧跟葡萄种植的“风向标”，对最新栽培
技术和主要葡萄市场情况了然于胸。

在赛岐，像源恒合作社这样的葡萄
专业合作社并不少。多年来，赛岐镇通
过培育模式精细化、追溯体系全程化、避
雨栽培全域化等方式，不断提升葡萄品
质，打响葡萄品牌。

“我们赛岐葡萄产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点到面、从劣到优、从普到特、从
（线）下到（线）上、从内（销）到外（销）的
转变。”赛岐镇党委书记蔡龙玉告诉记
者，赛岐镇从上世纪80年代引进试种，到
如今在种植技术、发展规模、果实品质、
科技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
定成效，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下一步，
他们还将打造集立体生态、休闲、旅游观
光为一体的现代高科技农业休闲园，实
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福安市现有葡萄种植面积近 7 万多
亩，年产量 8.5 万吨、产值近 10 亿元。葡
萄产区遍布全市13个乡镇129个村庄，是
目前福建省栽培面积最大、产量最高、效
益最好的葡萄生产基地，也是我国东南沿
海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享有“南国葡萄
之乡”“海峡西岸葡萄之乡”“全国优质葡
萄生产基地”“全国果业发展楷模”“全国

科普示范基地”“最美葡萄沟”等美誉。
目前，福安全市约有2万多农户从事

葡萄生产，3000 多人从事葡萄营销和产
业服务，全市近 12 万人的经济收入与葡
萄产业息息相关。如何做好这个切关十
多万百姓生计的产业？

多年来，福安市一直积极探索葡萄
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不断加强葡萄
基地建设，将市场需求传导到生产、加
工、销售各环节，立足资源优势，调整葡
萄产业结构，构建葡萄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全产业链发展的格局。

一个小小的葡萄，能衍生出多少精
彩的故事？近年来，福安市葡萄加工业
迅速发展，建立小型葡萄和水蜜桃酒厂3
座，年加工葡萄酒 300 多吨，民间土法酿
制葡萄酒达 1000 多吨；已建成葡萄酵素
生产线 1 条，年加工葡萄酵素 120 多吨；
已建成葡萄蜜饯生产线1条，年生产蜜饯
300多吨；建成年加工150吨葡萄籽油加
工厂1座……

在福安市福建新味食品有限公司产
品展示厅，总经理黄细忠向记者展示了葡
萄系列产品，有葡萄含片、葡萄果脯、葡萄

酵素等，不仅种类丰富，包装也十分精美。
“如果不向深加工方向发展，福安葡

萄就可能面临竞争力不强、附加值低等
困境，农户种植也存在较大的风险。”黄
细忠介绍，该公司一直加强食品相关技
术研发，光研发人员就有七八名。目前，
该公司还将推出一款新型葡金素产品，
进一步增强福安葡萄市场竞争力。

（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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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葡萄之乡”的香甜“致富经”
本报记者 郑雨桐 赵巧红 通讯员 郑祖辉 文/图

人勤春早，在福安市溪尾镇坎下村
的百香果园里，外来媳妇曾林凤和村民
一起忙着剪枝翻土；在七彩山鸡养殖园
里，村民忙着给山鸡喂食。这两个去年
给村民带来增收的好项目，都是曾林凤
引进的。凤凰是畲家人的吉祥物，勤劳
肯干、乐于助人的曾林凤在坎下畲村的
村民眼里就是飞来的“金凤凰”。

曾林凤是龙岩长汀人，2010 年毕业
于华侨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曾林凤
在厦门一家外贸公司当日语翻译，高强
度的工作让她不久就辞了职。闲暇之余
想学做包子，也算是一门手艺，于是她就
到上班时常经过的包子铺学习，她认识
了“包子师傅”，后来的丈夫——福安小
伙小汤。

三个月后，曾林凤不顾家人的反对毅
然嫁给了只有初中文化的小汤。婚后不
久，俩人迎来了第一个宝宝，于是回到小

汤老家坎下村待产，由于公婆年事已高，
婆婆还身患疾病，只能留下照顾他们。

“决定定居，就应该找点事情做，一
次在中央电视台看到饲养七彩山鸡致富
的报道，萌生养殖七彩山鸡的念头。”曾
林凤说。于是，她便前往福州、漳州等地
取经，并购买了相关书籍，开始自学养殖
技术，2012年开始养鸡就尝到了甜头。

但养殖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第二
年扩大养殖规模碰到了禽流感。“可能因
为是外来媳妇，还是个大学生吧，村里、
镇里对我都很关心，让我有家的感觉，所
以小挫折不算什么。”曾林凤说。

村党支部书记杨勤福得知曾林凤存
在资金困难后，帮忙联系了村里在外做

生意、比较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入股，租了
地，成立了福安农家女合作社。在镇里
的帮助下，合作社引进种植百香果、蓝
莓、桑葚等经济作物，曾林凤还把自己养
殖七彩山鸡、贵妃鸡的技术教授给入社
的农户。“如今村里最大的养殖户还不是
小曾，有的村民后来居上，养殖规模还超
过了她。”溪尾镇镇长林霁打趣道。

福安农家女合作社2014年成立时只
有8个股东，后来留守村里的老人通过土
地流转、打零工等方式加入，社员逐步发
展到60多人，可领工资或分红，人均可增
收1万元。

曾林凤这个外来媳妇，不仅办事公
道，还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村民拿她当自

己人。在2015年6月举行的村级换届选
举大会上，她以超过 90%的票数当选为
新一任的村主任。2016 年春节前，曾林
凤将父母接到坎下村住了个把月，父母
看到曾林凤的日子越过越好，感受到村
民们的热情，也肯定了女儿的选择。

“也是因为大家的帮助和扶持，才
让我真正融入宁德，爱上这片热土，更
有动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曾
林凤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近年
来，我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基
础设施，一系列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政
策出台，这些都成为曾林凤扎根宁德的
重要原因。 （下转第7版）

本报讯（记者 陈薇）昨日，
记者从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获
悉，2019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
动已经启动。我市将围绕薄弱
环节和重点领域，严管重打，清
理整顿一批违法生产经营主体，
端掉一批制假售假农资窝点，严
厉查处一批农资违法案件，集中
销毁一批假劣农资，持续维护良
好的农资市场秩序，确保农民用
上安全放心农资。

我市将加强种子、农药、兽
药、肥料等重点农资品种执法监
管，加强春耕生产、夏收夏种、秋
收冬种、动物疫病高发期等农资
购销、使用高峰期时段，以及国
庆、元旦、春节等重点节庆时节
的农资市场监管，进一步强化对
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
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
入品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近年来暴露问题较
多、新闻媒体曝光较多、群众投
诉举报较多的地区的集中整治，
坚决遏制假劣农资高发多发态
势。加强对农资批发市场、区域
交界处、城乡结合部的农资监督
检查，严厉打击销售假劣违禁农
资行为，保障农资质量安全有
效。落实网络农资经营企业的
许可管理，规范线上农资经营行
为，强化对互联网销售假劣农资
违法行为的追根溯源和全链条
打击，推进电子商务领域农资产
品质量执法检查和违法问题查
处，强化问题企业产品线索摸排
和联合打击力度。加强对特色
农产品产区农资门店监督检查，
严打流动商贩无证无照经营，依法严查非法使用禁
限用农兽药、违反农资安全使用规定等违法行为，
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在加强农资信用监管方面，以建立农资企业信
用档案为基础，持续推进事前信用承诺、事中信用
监管、事后信用评价的以信用为核心的农资监管新
机制建设。各县（市、区）加快推进农资企业信用档
案建设，健全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
种子企业信用档案，及时完整记录信用信息，加强
信用档案应用，公布守信企业“红名单”和失信企业

“黑名单”，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把
主体信用作为各类农业项目评选、主体资格审查、
行政许可审批、制定分类监管措施的必要条件，引
导农资企业守法诚信生产经营。

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4 月 14 日，记者从市文
化和旅游局获悉，第十五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将于 4
月19日至21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我市
各参展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据悉，本届旅博会将继续以“融合发展·合作共
赢”为主题，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旅游业界交流合
作，打造有影响的国内及亚洲旅游展会品牌。同期，
还将举办 2019 第五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
览会。两展计划联合展出面积 60000 平方米，展位
预计 2600 个，邀请参会旅行商近万人、专业买家近
1000人，观展人次预计20万以上。

为借助旅博会平台充分展示宁德各地旅游产
品和旅游资源，我市精心组织本届旅博会参会筹
备工作，并根据活动安排，制定了宁德市旅博会工
作方案和责任分工方案，确保活动各环节衔接有
序，落实到位。

本届旅博会我市共认购展位 25 个，宁德馆设
计以“清新福建 绿色宁德”为主题，主要以闽东
之光、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廊桥文化、海洋元素为
整体主视觉，结合茶旅文化、畲族文化等特色旅
游资源展示，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宁德文化旅游
精品馆。

为组织参加好本届旅博会，市文旅局通过发动
旅行社、星级酒店、景区、乡村旅游特色村、休闲集镇
等单位参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百人参展团参会。
届时，畲歌表演、柘荣剪纸教学、特色小吃品尝等形
式多样的体验活动将贯穿展会全程，全面展示我市
文化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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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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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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海峡旅博会将于
19日至21日在厦门举行

我市参展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眼中的宁德眼中的宁德新宁德人新宁德人

坎下畲村飞来了“金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