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月3日，人们在大雾笼罩的安徽省亳州市街头骑行。 当日，中央气象台发布
大雾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低于50米的特强浓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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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国务院新闻办3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副部长陈
晓华对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意见》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

韩长赋表示，这份文件对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作了总体部署，是继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 重大制度创新后中央部署的
又一项管长远、管全局的重大改革。

更多获得感：
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都要保障

韩长赋说，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积累了大量资产， 但集体资产管理面临

“两个适应”问题：一是要适应健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 通过深化改
革盘活集体资产、增添发展新活力，二是
要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 推进改
革，防止农村集体资产流失，切实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

他表示，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最重要的权利有两个方面：

———财产权利， 包括集体土地承包
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
权。 通过这项改革将赋予农民对集体资
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以及抵押、

担保和继承的权利。 尤其是将集体经营
性资产确权到户， 实现农民对集体资产
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权利， 有利于
拓宽农民的增收新渠道， 让农民共享农
村改革的发展成果。

———民主权利，包括对集体经济活
动的民主管理权利，比如知情权、参与
权、表决权、监督权等。 在这项改革方案
的制定和具体组织实施，以及改革之后
建立管理制度的过程中，都要维护农民
集体成员的监督管理权利。

“也就是说，这一次改革要使广大
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两个方面
都拥有获得感。 ”韩长赋说。

更好地保障收益：
以户定权和严格限制成员身份

在确认股份权能方面， 韩长赋说，
要确定每个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将集
体资产确权到户、量化到户，同时由集
体组织的成员共同民主确认成员身份。
只有群众公认了，这项改革才能健康进
行，才能够保持农村的和谐稳定。

据了解，不少地区进行股份合作制
改革试点，确定经营性资产股份收益的
时候，强调以户为单位来确定，这样有

利于保护妇女的权益。
在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的过程中，股权管理提倡实行不随人
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 对此，农业
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在确定管理模式
的时候，很重要的是由群众来选择和决
定。

他说，从现在已经开展的改革和已
经进行的试点来看，多数地方或者说多
数老百姓选择静态管理模式，即不以人
口的增减和变动随时调整股权关系。

为防止外来资本侵占、 使农村集
体资产流失， 这项改革严格限定了集
体经济组织的范围———现阶段开展的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严格
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农民所持
有的集体资产股份流转封闭运行，不
能突破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

力争5年把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股权量化到人

根据意见，从2017年开始，有关部
门将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健全台账管理制度。 在
此基础上，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将经营
性资产以股份或份额形式量化到集体

成员。
韩长赋介绍说，为了积极稳妥推进

这项改革，意见对地方党委政府提出了
明确要求：建立省级全面负责、县级组
织实施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地方各
级党委的书记尤其是县乡党委书记要
亲自挂帅，承担领导责任。

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这项改革将稳步推进。 一方面，坚持
因地制宜，先易后难。 从当地的实际出
发，首先在有经营性资产的村镇开展改
革，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
的村，这些地区集体资产多，农民改革
的呼声也高。 从全国情况看，目前的改
革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

另一方面，坚持试点先行、由点及
面。 在已有的29个县（市、区）的基础上，
准备再选择100个县（市、区）扩大改革
试点。

“今后将抓紧制定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方案， 指导地方开展清产核资，
并继续开展试点。 同时考虑推动完善支
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法律，清理
废除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
定。 ”韩长赋说。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一项管长远管全局的农村重大改革
———农业部负责人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 � � � 新华社华盛顿1月2日电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发言人肖
恩·斯派塞2日说，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通过网络袭击影响
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29日宣布，因俄罗斯涉嫌通过网
络袭击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而对俄进行制裁。 美国国务院同时宣
布驱逐35名俄外交人员和关闭位于纽约和马里兰州的两处俄
罗斯政府持有的房产。

特朗普发言人：

无证据显示
俄影响美总统选举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02 4 8 7 8 7 6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7285229.8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03 3 7 4
排列 5 17003 3 7 4 0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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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连日来，华北地区再遇“霾伏”。 不
让百姓的“心肺”之患迁延不愈，应成为
各方努力的方向。

在这方面，“兰州办法”不妨一试。 西
北重工业重镇兰州曾长期顶着“全国十大
污染城市”的帽子，“太阳和月亮一个样，白
天和晚上一个样，鼻孔和烟囱一个样”，甚
至成了“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然而，经过
最近三五年治理，兰州稳定退出全国十大
空气重污染城市，2015年底在巴黎气候大
会上获得今日变革进步奖。 虽然要彻底变
“蓝”还须过大关，但“黑兰州”确已不再。

这几年，兰州大气治污用“笨”办法
狠抓落实。 整个兰州市区被划成1482个

网格，逐一落实减排责任。 所有重点排
污企业实行干部24小时驻厂监察，1296
台锅炉全部进行煤改气。 2013年以来，
因为治污不力问责近千名干部，一批治
污得力的干部获提拔重用。 现在，兰州
市每个格子里有多少台燃煤炉子、每台
炉子“吃”多少煤，能精确到个位数。

重拳治污之下，兰州市能源结构迅
速优化，城市布局逐渐合理 ，为科学治
污腾挪出空间。 2015年兰州GDP比2009
年翻了一番多 ， 治污不但没有影响发
展，还给城市带来转型机遇。

实现“兰州蓝”靠的是“认真”二字，靠
的是严格执法、管控和监督。 治霾之策当
然远不止“兰州办法”这一条。只有扎扎实
实把要求落实到行动，才是破解治霾困局
的正途。 （据新华社兰州1月3日电）

治雾霾不妨试试“兰州办法”
新华时评

最高检：

疑难复杂泄密案件
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保密局日
前联合出台《人民检察院、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查办泄密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规范泄密案件的办理。其中明确指出，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商请人民检察院就案
件性质、追诉标准、证据固定等问题提出咨询或者参考意见。

规定指出，泄密案件包括泄密违法案件和泄密犯罪案件，前
者是指机关、单位或者有关人员的行为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规章，
致使国家秘密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但尚不构成犯罪的案件；
后者是指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构成故意泄露国家
秘密罪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
件。 规定明确，泄密犯罪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必
要时，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规定明确了案件移送和立案相关问题， 规定人民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涉嫌泄密犯罪案件时， 发现国家秘密已经泄露
或者可能泄露的， 应当立即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
部门。 人民检察院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移送的涉嫌泄密犯罪案
件材料，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查。 经审查认为
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立案决定，并在决定立案之日起
十日以内，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