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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
有多位業內專家表示，明年「三農」領域的
工作重點將是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年底
前將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明年中央一
號文件，將會圍繞戰略實施作出部署，具體
措施包括繼續推進農村產權等制度的改革，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加快
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等多個方面。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此前
透露，鄉村振興戰略是又一個解決「三農」問
題的重大戰略，下一步將制定相應規劃，中央
農村工作會議也會就此作出部署。

多位專家表示，明年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將繼續深入推進。在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農
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明年的重
點是要按照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要求，
完成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落實土地承包
經營權入股抵押等。而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
改革方面，明年的工作重點還是要加強對農
民的集體財產權益的保護，推進資產收益分
配改革，要實現「私營變資產、資金變股
金、農民變股民」等多項內容。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則表示，根據此

前試點延期的部署，明年農村土地徵收、集
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三項
改革試點將繼續實施，各地還有很大的嘗試
空間，畢竟發展鄉村旅遊觀光、養老度假等

新產業新業態都需要用地。
此外，明年還要繼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在李國祥看來，農業供給側改革是要通
過體制機制創新來實現農產品結構調整和生產
方式轉變，主要指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
制度改革。此外，要通過優質生產來調整結
構，從追求單一產量轉向追求品質，進行生產
動能轉換，減少化肥農藥使用，從而實現綠色
生產，增加綠色農產品供給。

帶動小農發展現代農業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專家在解析明年「三

農」工作時，都提到了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的
有機銜接可能會成為重點。中央農村工作領
導小組原副組長陳錫文，不久前在中國人民
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主辦的研討會上，

圍繞農業經營體系的發展還專門提出，小農
戶仍然是中國農業經營的基本面。農業部農
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還專門
就此撰文指出，小農長期並大量存在是基本
國情，也是我們發展農業、繁榮農村、鞏固
執政基礎的依靠力量。帶動小農，就是要引
導新型經營主體通過股份合作、產業化經
營、社會化服務等方式，帶動小農發展現代
農業，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目前我國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流

轉，這也就意味着未來土地流轉面積的增長
不會太快。農民也需要土地，而加強小農戶
的社會化服務才是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個重
點，因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
小農經濟還是存在的，並不是全部搞規模經
營大戶經營。」鄭風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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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禁商業資本介入佛教道教
「黑寺廟」斂財頻發「功德箱」淪上市公司「小金庫」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及新華視點報道，國家宗教事務

局、中共中央統戰部等12部門近日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治理佛教道

教商業化問題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出台十舉措（見附表）

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明確嚴禁商業資本介入佛教道教。

習近平晤吉布提總統：中吉建戰略夥伴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
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吉布提
總統蓋萊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
同意，建立中吉戰略夥伴關係，全
面深化兩國各領域合作。

推進兩國務實合作
習近平指出，蓋萊總統是中共十

九大後首位訪華的非洲國家元首，
充分體現了兩國關係的親密友好。
中方高度重視中吉關係。兩國建交
38年來，始終平等相待，相互尊
重，相互支持。
習近平強調，近年來，中吉兩
國政治互信不斷增強，各領域合

作成果豐碩，充分體現出我們兩
國關係的戰略性和高水平。雙方
要繼續保持高層交往勢頭，擴大
兩國政府、立法機構、政黨、地
方等各領域交往合作，在治國理
政和發展經驗方面加強交流互
鑒，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我們歡迎
吉布提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願同吉方一道穩步推進兩國務實
合作，使鐵路、港口、供水、液
化天然氣管道等基礎設施項目和
自由貿易區建設、農業合作等取
得良好經濟社會效益。中方支持
吉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
大作用，願同吉方就2030年可持

續發展議程、非洲和平與安全等
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和
協調，一道維護兩國和發展中國
家共同利益，為維護非洲之角和
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習近平並指出，中共十九大為中

國長遠發展制定了大政方針和行動
綱領。我們對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
充滿信心，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充滿信心。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
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始終堅定同包括非洲在內的
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堅持正
確義利觀，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真
誠朋友和可靠夥伴。
蓋萊表示，吉布提地理位置獨

特，願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加強同中國在基礎設施、民
生等領域合作。吉方讚賞中方積極
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及打擊海盜國
際合作，感謝中國為世界和平與繁
榮發揮的關鍵作用。讚賞中國長期
以來、甚至在自身還很貧窮落後的
時候就為非洲安全與發展作出貢
獻。吉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致力
於發展同中國戰略夥伴關係，高興
地看到中國恢復了在世界事務中應
有的地位，願密切同中方在多邊事
務中合作。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經

濟技術合作、農業等領域雙邊合作
文件的簽署。■習近平會見吉布提總統蓋萊。 中新社

2013年，山西五台山查封兩個非法斂財「黑寺廟」；2014年千
年古剎潭柘寺內「功德箱」魚目混珠變成
上市公司「小金庫」……種種亂象頻被曝
光，引發輿論關注。

敗壞社會風氣 引發權力尋租
意見指出，近年來佛教道教發展總體平

穩，但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其中，投資
建造、承包經營寺廟宮觀等商業化問題最
為社會所關注。商業化問題解決不好，不
僅會影響佛教道教的健康傳承發展，還會
敗壞社會風氣，引發權力尋租、灰色交易
等腐敗行為。
國家宗教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佛教道教
商業化問題成因深刻、複雜，內因在於佛
教道教人才建設滯後，有的教職人員戒律
鬆弛、教風不正，在社會不良風氣裹挾下
追逐名聞利養；外因在於商業資本介入，
將人們的信仰需求視為商機，將寺廟宮觀
變為一些個人、組織或地方政府的牟利工
具。

允許必要經營 加強財務監管
針對存在的外因，意見第一條便提出佛
教道教活動場所的非營利性質和嚴禁商業
資本介入。同時也對各級黨政機關和工作
人員提出，要正確理解和把握黨的宗教工
作基本方針，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

不得以發展經濟、促進旅遊等名義助長
「宗教熱」。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佛教寺廟、道教宮

觀為了維持正常運轉，除接受宗教性捐贈
外，也可進行必要經營活動，比如開設法
物流通處、經營素餐館等。
「只要經營活動的收益用於場所的自養

或與其宗旨相符的活動以及公益慈善事
業，就是符合歷史傳統且被法律政策允許
的。」國家宗教局有關負責人解釋，這次
文件中也對此予以明確，並提出規範管理
的意見。
在允許合規經營的同時，意見也提出要

加強佛教道教團體和場所財務監督管理。
佛教道教團體、場所應當執行國家統一的
財務、稅收、資產、會計制度，依法辦理
稅務登記，如實申報收入狀況、資金使用
情況等重要信息。要引入社會監督管理機
制，加強財務公開，以適當方式向信教群
眾公佈財務收支和接受、使用捐贈情況。
對於近年興起的「網上燒香禮佛」，意見

明確規定，非宗教活動場所、非宗教團體、
非宗教院校和個人設立的互聯網宗教信息平
台不得組織宗教活動，不得開展「網上燒
香」、「網上禮佛敬佛」、網上功德箱募款
和售賣佛教道教衍生商品等活動，不得接受
宗教性捐贈。宗教活動場所、宗教團體、宗
教院校設立的互聯網宗教信息平台接受宗教
性捐贈，應當遵守相關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志、李陽波、張仕
珍 陝西寶雞報道）陝西法門寺佛指舍利盛世
重光30周年紀念活動昨日舉行，來自泰國、
尼泊爾、印尼、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2,000餘
位高僧大德、宗門領袖、佛教居士雲集法門
寺。
國家宗教局副局長蔣堅永在發言時指出，佛

指舍利重光實現了當代中國佛教走向世界和中華
文化復興的殊勝因緣。希望中國佛教協會、陝西
佛教協會和法門寺以此次活動為契機，進一步加
強對外友好交流，以及與港澳台佛教界的交流、
交往與合作，服務國家「一帶一路」，促進沿線
國家之間的交流互鑒和民心相通。

十舉措治商業化
1、明確佛教道教活動場所的非
營利性質。

2、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假借佛
教道教名義開展活動、謀取利
益，從嚴控制興建佛教道教主
題內容的文化景區。

3、繼續整治濫塑大型露天宗教
造像。

4、規範燒香、放生活動，引導
信教群眾樹立保護環境的理
念。

5、依法加強互聯網宗教信息服
務管理。

6、經營活動的收益用於佛教道
教活動場所的自養及與其宗旨
相符的活動以及公益慈善事
業。

7、加強佛教道教團體和場所財
務監督管理。

8、引導佛教道教界正確認識和
處理商業化問題。

9、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

10、依法依規處理佛教道教商
業化問題。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
息，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有媒體問道，中國政府近期
禁止旅行團到梵蒂岡、帛琉觀光。
有分析稱這是大陸對台灣「邦交
國」施壓。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
應，沒有聽說過有關情況。
陸慷並回應了關於中國和梵蒂岡

交換藝術品展覽事宜。他表示，中
方對發展中梵關係的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中方願本着有關原
則，繼續與梵方進行建設性對話，
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不斷向前發
展。

禁遊梵蒂岡？
外交部：未聽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應韓國外交部邀請，中央黨校常務
副校長何毅亭於21日至23日率中
共十九大精神對外宣介團訪問韓
國，會見韓國國會、政黨和政府負
責人，向韓國朝野政要、友好團
體、媒體及智庫人士舉行十九大精
神專題宣介會，介紹了十九大主要
精神和重要意義。
韓方祝賀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

盛讚大會對世界的重要影響，表示
此訪增進了韓國各界對中共十九大
和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理解，願為
推動韓中關係發展貢獻力量。

中共十九大精神宣介團訪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
津報道）全國食品博覽會（下稱
「食博會」）昨日在天津開幕，新
疆和田地區大量滯銷的特色農產品
賣到脫銷。截至當日，僅策勒縣特
產紅棗銷量就達到10,000噸。
今年，和田地區的大棗、核桃等

名優農產品豐產，但外銷不暢，造
成大量積存。為此，和田地委、行
署向援疆省市發出求援倡議。天津
方面迅速行動，施以援手，於食博
會前夕在津舉辦了「『核』力幫

扶、『棗』奔小康」——和田愛心
農產品推介會。推介會現場認購火
爆，不到一個小時，超過7,000噸紅
棗被爭相訂購。

4日備貨半日罄
食博會上，策勒縣的對口支援單

位——天津食品集團，特意為策勒
農戶們免費提供了60平方米的展
台。未曾想，僅開幕日一個上午，
原定4天的3,000噸紅棗備貨被熱情
的天津市民、經銷商搶購一空，晚

到的買主圍在展台前不斷詢問。主
辦方不得不貼出「安民告示」：繼
續調貨，亦可網訂，5公斤以上免郵
費。
策勒縣委副書記于示川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介紹，策勒縣位於新疆最
南端，地處塔克拉瑪干沙漠，毗鄰
崑崙山脈，是新疆當地的貧困縣，
農產品收入是主要經濟來源，也是
2020年實現脫貧目標的關鍵。由於
特殊氣候原因，造就了和田農產品
的優良品質。

逾兩千宗教人士聚法門寺
紀念佛指舍利重光30周年

專家：鄉村振興戰略有望實質推進

新疆滯銷紅棗天津脫銷 不足1小時賣逾7000噸

■食博會上，和田地區大量滯銷的特色農產品賣到脫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大明 攝

■■紀念活動現場紀念活動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李陽波 攝攝

■■內地出台十舉內地出台十舉
措治理佛教道教措治理佛教道教
商業化問題商業化問題。。圖圖
為山西五台山五為山西五台山五
爺廟內爺廟內，，信眾絡信眾絡
繹不絕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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