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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類農村產權獲准入市交易
盤活「沉睡的資產」增加動態資本

浙江力破農村電子商務「最後一百米」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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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凌雲 北京報道）本報
獲悉，剛試運行 11 天的北京燕郊通勤動車
D9022/D9023次列車將於2月1日起暫時停運。
官方雖解釋停運意在保障春運，但業內人士則認
為空載率過高是主因。據悉，列車將在春運結束
後適時重開。
本報昨日從可靠渠道獲悉，北京燕郊的往返動

車將於2月1日停運。有關人士稱，「主要是由於
春運的原因，臨客和試運行線路都要停運，同時
也跟試運行期間運營狀況不太理想有關」。據了
解，除首發當日一票難求之外，隨後D9022次燕
郊到北京方向的列車上座率明顯下滑，滿員載客
704人的專列，每次平均載客350人左右；下午北
京發往燕郊方向的D9023次車的乘客則更少。而
昨日記者發現，12306訂票系統從2月1日起，已
無此專列車票售出。
在昨日早班車上，乘客在聽說列車將停運後，

紛紛感嘆「太可惜了」。據了解，由於列車發車
時間不符合乘客上班時間規律，所以有多位乘客
建議：「將早車改到7點半，晚班改至6點半。」

春運後擬重開
據悉，鐵路部門正在探討「調整時間、加開車
次、推出月票以及票價打折」等舉措，專列將在
春運結束後適時重開。另有消息稱，專列未來或
將停靠大望路附近的北京東站。但
記者調查發現，北京東站附近巴士
線路有限，且平日交通較擁堵，此
問題應引起管理當局注意。

內地將健全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加快構建

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確保穀物基本自
給、口糧絕對安全，內地將建立健全糧食安
全省長責任制。
近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建立健全糧食安
全省長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從糧食生產、流通、消費等各環
節，進一步明確了各省級人民政府在維護國

家糧食安全方面的事權與責任，對建立健全
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作出全面部署。《意
見》指出，糧食安全是實現經濟發展、社會
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所以需加強承
擔維護國家糧食安全責任。並強調，各省
（區、市）人民政府必須切實承擔起保障本
地區糧食安全的主體責任，全面加強糧食生
產、儲備和流通能力建設。

內地氣象信息資源將獲充分開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在陝

西西安召開的全國氣象局長會獲悉，中國將
大力開發利用氣象信息資源，積極培育氣象
發展新的增長點。
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動力正從
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個性化、多樣
化消費漸成主流，為釋放氣象服務潛力提供
新機遇。氣象部門掌握的海量信息數據作為

有待進一步開發利用的寶貴資源，既可以形
成氣象事業發展新的增長點，也可以推動改
造部分傳統產業和發展新興產業。氣象局局
長鄭國光介紹，氣象部門將主動與大數據、
雲計算、新媒體、物聯網等新興信息技術融
合，在多個領域激發社會市場需求，支持新
產品、新項目的發展，着力提高氣象服務效
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農村電子商務發達的
浙江省將「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納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2015年要在城鄉社區新建6000個以上「E郵櫃」等電
子商務投遞終端，解決電子商務「最後一百米」問題。
商務部統計，2013年中國農產品的交易總額在4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左右，其中80%是通過傳統市場實現的。而2014
年雙十一，阿里巴巴提供的數據顯示，農村的消費僅佔10%。
因此，阿里巴巴於2014年10月公佈了千縣萬村計劃，而京東
CEO劉強東也在兩個月後表示，擬在2015年6月前發展10萬名
村民代理，覆蓋中國10萬個村莊。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兩日前剛剛走訪了內地四大「淘寶村」之

一的浙江省杭州臨安白牛村，在經營山核桃淘寶店的村民許興
家裡，汪洋最關心的，是店裡有多少人手，年銷售額多少，以
及農村快遞方不方便等具體的問題。「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
不僅可以擴大農產品的銷售，還能增加農民收入，解決農民就
業。」汪洋強調。許興回答，政府政策加上阿里巴巴平台，
「讓我們致富夢想成真。」許興一家年收入已超過100萬元，
還造起了兩層的小洋樓。「今年我還想拓展業務，爭取將更多
的農產品推銷出去。」

據新華社報道，根據意見，現階段可入市的交易品
種主要包括：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林權、「四

荒」使用權、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農業生產設施設
備、小型水利設施使用權、農業類知識產權及農村建
設項目招標和產業項目招商轉讓等其他品種。

促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農村改革最核心的是產權改革。」農業部經改司
副司長黃延信表示，通過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推
進農村產權改革，可盤活農村的各類生產要素，讓農
村的土地、房屋等靜態資產變為動態資本，並促進生

產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不
但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可緩解產能過剩壓力，
引導城市資本流向農村。
近年來，隨着農村勞動力持續轉移和農村改革不斷
深化，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林權等各類農村產權流
轉交易需求明顯增長，許多地方建立了多種形式的農
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和服務平台，為農村產權流轉交
易提供了有效服務。

實行分類指導規範交易
從各地發展來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發展不平

衡，其設立、運行、監管有待規範。「目前的情況
是，受諸多條件制約，一些本該入市的品種不能進行
交易，無法實現交換、流通和升值。《意見》對建設
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進一步作出了規範，這對於進
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意義重大。」黃延信說。
《意見》明確指出，農村產權類別較多，權屬關係
複雜，承載功能多樣，適用規則不同，應實行分類指
導。《意見》指出，法律沒有限制的品種均可以入市
流轉交易，流轉交易的方式、期限和流轉交易後的開
發利用要遵循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這將有利於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

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李國祥認為，
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事關農村改革
發展穩定大局，有利於保障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的財產權益，有利於提高農村要素資源配置和利用效
率，有利於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可以預計，八大類
產權的入市交易，將搞活農村資產的「一池春水」，
為內地農村改革和城鄉一體化建設注入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發佈《關於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

見》，意見規範了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的定位、形式、運行、監管和保障措施，指出現階段

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林權、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等八類產權可入場交易。「這都是當前

我國農村中最需要盤活的資產。」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這八類產權的入

市交易，有望讓農村「沉睡的資產」甦醒，極大增加農村經濟的活力。

■汪洋、許興與馬雲的「全家福」。 本報杭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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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10年 鄉村醫生堅守不棄

雲南瀘西縣握測村有一隻山羊，能隨81歲的
女主人踩着音樂的鼓點、跟着舞蹈的節拍翩翩
起舞，令人嘖嘖稱奇。

■記者 丁樹勇、通訊員 曾波 報道

河南老翁為癱瘓妻搭河南老翁為癱瘓妻搭「「愛情階梯愛情階梯」」
為方便癱瘓的妻子到戶外曬太

陽，河南省洛陽市69歲的宋富有
在自家高約一米的樓梯上，搭建
了一條長約10米、寬近1米的木
質樓梯。為防打滑，宋富有還在
木板上釘了一節一節的「台
階」，被村裡人稱為「愛情階
梯」。
「以前都是直接把她抱出來，

但我歲數大了，有點抱不動了，
所以才想修個階梯。」宋富有
稱，老伴喜歡曬太陽，一刻都離
不開他，不推她出去還會哇哇大
哭。許多人都覺得，推着癱瘓且
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伴出門有點

丟人，可是宋富有不這麼認為，「我和她在一起49年了，無論她變
成啥樣，都是我媳婦兒！」 ■記者 金月展 洛陽報道

「才藝羊」起舞

陝西49歲的王小龍本職是一位司
機，對他來說，在指甲上畫仕女圖是
很簡單的一件事，而且他還根據仕女
的面容形態增加了色彩和裝飾。
作畫時，只見他握着一根毛筆在指

甲上來回轉動，再用顏料對仕女進行
裝飾，最後再用指甲油封住圖案。幾
分鐘後，5個活靈活現的唐代仕女就
「走」到了指甲上，每個人物都表情
不一，姿態嫵媚動人，就連仕女根根
細如絲的眼睫毛都清晰可數。
王小龍在指甲上畫仕女圖的消息傳開後，很多親朋鄰里都找他

給自己的指甲蓋畫上仕女圖。不過王小龍沒想着靠它賺錢，他希望
更多的人喜歡中國傳統畫，「今後就把這個手藝傳給女兒，讓她繼
續傳承下去。」 ■《西安晚報》

陝西司機指甲蓋上畫仕女陝西司機指甲蓋上畫仕女

內蒙古包頭市一位60歲的婦人
張美榮，自2009年起就跟着兒子
田峰出去旅遊，國內走遍了，又開
始環遊世界。前不久，母子成功到
達北極，騎着雪地摩托車追逐北極
光，在冰天雪地裡體驗玻璃屋。
「當時我們騎了一輛雪地摩托

車，本來是我帶着我媽的，她還嫌
不過癮，非要自己開，最後硬是自
己開了半個小時的雪地摩托。」田
峰說，不是所有到北極的人都能見
到北極光，因此覺得相當幸運。

為了防止母親張美榮的哮喘病復發，田峰特地帶了從網上買的移
動洗腳盆、按摩棒、霧化器，到了晚上就給母親洗腳按摩，幫助母
親克服極寒氣候帶來的生理挑戰。 ■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

內蒙古六旬婦人玩轉北極內蒙古六旬婦人玩轉北極

福建廈門女孩陳團治從小罹患「極重度先天性膝反曲」，膝

蓋部位向前反轉呈現「L形」，只能依靠雙膝跪地走路，直至

跨海到台灣接受治療，終於在跪地26年後用腳踏出第一步。她

開心地說，能夠「腳踏實地」超幸福。

■記者 陳艷芳、翁舒昕 廈門報道

跪行26年

■宋富有推病妻上階梯。
本報洛陽傳真

67歲的鄧世友是重慶雲霧山地區的一名
村醫，10年前被查出患有早期肺癌。手術
後，他不顧兒女們的阻攔，堅持回到雲霧
山村行醫。45年村醫生涯，他徒步8萬多公
里，出診多達25,000次。
「學醫就是想為鄉親們減輕病痛。」鄧
世友說，當年他看到鄉親們生了病，要走
幾十里山路去看病，很不方便，便萌發了
學醫的念頭。他拜村衛生室的一位赤腳醫
生為師，沒幾年便成為雲霧山上的「名

醫」，村民有什麼病痛都找他。
前年十月的一天晚上，臨近的

大興鎮龍飛村的韓樹清犯了胃
病，於是撥通了鄧世友的電話，
鄧背起藥箱就趕去。直到凌晨兩
點，病人病情穩定後，他才沿山
路摸黑返回。
如今，鄧世友的老伴與三個兒

女都住進了縣城，僅他一人堅守
在山上。對於兒女們讓他進城同
住的勸說，鄧世友堅持：「雖然我

也是病人，但我還有更多的病人在山
上。」他說，現在村裡的年輕人都外出打
工了，就剩一些老小婦孺在山上，自己走
了他們看病就難了。
鄧世友表示，只要身體還可以，他就要

堅守在村衛生室的崗位上。為了方便村民
聯繫，鄧世友把自己的手機號碼張貼在村
裡。不僅村民經常撥打，連鄰村的村民遇
到急病也會打電話找他。

■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陳團治於去年3月在廈門市慈善總
會、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的跨

海接力下，前往台灣花蓮慈濟醫院接
受治療。經過319天、7次手術的治
療，陳團治終於成功站了起來。不過
僅動手術還不夠，陳團治還需透過一
連串辛苦的復康，重新學習走路。

全年7次手術 重新學習走路
陳團治21日出席醫院舉辦的成果發
表會，她感恩地說，看着雙腳一步步
往前踏，很不可思議，尤其是終於能
夠全身平躺在床上，是平凡的幸福。
陳團治的母親回憶，女兒出生時，
搭在肩膀上的雙腳把家人嚇壞了，加
上鄰居閒言閒語，一度想棄養，但捨
不得。
家人曾帶她到醫院檢查，只得到
「孩子太小，沒辦法醫治，大一點再
說」的說法。過了幾年，醫師又說「年

紀太大，無法
醫治」，陳團
治就這樣與反
轉的身體共處
了二十多年。
陳團治說，

由於身體呈
「L形」，雨
天就算撐傘也
無法出門，因
為膝蓋一觸地
就濕了；上廁
所也是一大難
事，沒坐式馬桶，她無法如廁，只能
憋尿，真憋不住，只好靠單邊臀部觸
地，弄得全身又髒又臭。
談起過去的點滴，陳團治沒有埋

怨。她樂觀地說，一路走來受到很多
照顧、幫忙，現在能夠走路，會努力
回饋社會。

■指甲蓋上的仕女圖。
網上圖片

■張美榮在北極圈捉獲的帝王
蟹。 本報內蒙古傳真

■鄧世友（右）在為村民做檢查。 本報重慶傳真

■■陳團治抵達台灣時的陳團治抵達台灣時的LL
形身體形身體。。 《《中國時報中國時報》》

■■陳團治首次在家鄉陳團治首次在家鄉
用腳走路用腳走路。。陳艷芳陳艷芳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