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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日起，淄博移动
正式全面销售4G LTE手机。从
不到千元的酷派8720L，到高端
的iPhone5s/5c，以及三星Note3、
HTC8088、索尼L39t等机型，近20

款移动4G智能手机供广大市民
选择。

测试网速可达到百兆

“网速真是太快了，一部400

兆的高清电影，不到40秒钟就下
载完了。”记者在淄博移动营业
厅看到，前来体验4G手机的市民
络绎不绝，市民都被4G手机的网
速震撼。

淄博移动在全市10个城区
主营业厅启动了4G体验活动。使
用4G网络，下载一首7兆的歌曲，
不到1秒钟；一个110兆的视频文
件，几秒钟就下载完毕。记者通
过其中一部4G手机体验发现，通
过4G网络的下载速度峰值最高
达到了105Mbps，而平均速度也

在80Mbps左右，4G网络的速度要
快很多。

记者体验发现，使用4G手
机上微信、微博，看图片、看视
频没有出现“卡壳”或画音不同
步现象，4G网络的速率和稳定
性非常好。

据悉，4G网络还将广泛用于
高清视频监控、智能公交、医疗
急救等城市管理领域，有助于城
市管理水平的提升，淄博移动借
助四网的完美融合(2G、3G、4G和
WLAN )和优质网络的无缝覆
盖，助推“智慧淄博”建设。

手机最低价只需999元

据了解，此次上市销售的移
动4G手机，均具有大屏幕、高性
能，满足4G网速快，影音应用多
的特点。伴随移动首发4G手机
的，还有移动的4G资费套餐，实
现了语音和上网流量随意搭配，
让客户随心选择。

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了多款
4 G明 星 手 机 ，手 机 机 型 包 括
i P h o n e 5 s、I p h o n e 5 c、三 星
Note3—N9008v、索尼L39t、三
星N7 1 0 8D、中兴U9 8 1 5、酷派

8736、酷派8720L、华为G716、海
信X6T等。其中，酷派8 7 2 0L采
用5英寸高清大屏，合约价格最
低仅为999元，是首款4G千元智
能机。

“4G网络这么快，怎么才能
接入呢？”、“原来的电话卡支持
4G吗，接入4G网络需要换号吗？”
现在一些关心4G的用户对此有
疑惑。据淄博移动工作人员介
绍，移动的4G网络正式开通后，
用户根本不需要换号，只需要更
换一张4G手机卡(USIM卡)就可
以入网。

据了解，针对4G网络，淄博
移动已经推出了多种套餐，供消
费者选择。移动的4G自选套餐主
要由上网流量、语音通话、数据
业务三项内容，客户可以自由组
合。移动的老客户还可以在原来
套餐的基础上直接增加单独的
4G流量套餐。

“我们为广大客户着想，要
让更多的市民用上4G网络 ,所以
在套餐设置、终端类型上都进行
了合理设计，真正让4G网络走进
千家万户，惠及全市人民。”淄博
移动工作人员表示。

(李超)

淄淄博博移移动动发发售售2200多多款款44GG手手机机
iPhone5s/5c在列，网速可达到近百兆

移动iPhone 5s、iPhone 5c专区设立以来，每天接待上百名果
粉前来咨询、体验。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刘元忠) “鼓励
农民以出租、转包、互换、转让、
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经营，允
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
融资和担保融资。”20日，在全
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工作推进会议上，市委副书
记周连华说。

据介绍，现阶段的农业生
产力状况，决定了适度规模化
的农业经营方式，迫切需要建
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只有把这个“实体流”放
活了、壮大了，农业发展的新活

力才能释放，质量和效益才会
提升。各级要以解决好“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为导向，以家庭
承包农户为基础，以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为骨干，大力培育和壮
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周连华说，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和抵押融资综合平台是连
接农村承包地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市场桥”，也是实现土
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资产
资本化的规范渠道，对推进城
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
置，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现
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周连华提出，先行选取基
础条件较好的2个区县，每个区
县确定2个镇办抓好试点工作，
集基础资料、流转交易、资产评
估、抵押融资等于一体，到4月
底形成可看、可学、可借鉴推广
的工作模式。同时，鼓励和支持
其他有条件的区县同步开展试
点。然后，参照试点的模式和做
法，在全市全面建设规范有序、
信息快捷、网络健全、公平合理
的市、区县、镇办、村居四级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综
合平台，规范化开展流转交易、
资产评估、交易鉴证、纠纷仲
裁、工程招投标、抵押融资等服

务，真正实现资源资产化、资产
资本化，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

在区县行政服务大厅、镇
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增开服务
窗口、配齐设备，建立流转交易
和抵押融资一体化平台，在抓
好硬件的同时抓好软件建设，
做到信息共享、服务一体、制度
上墙、人员到位，信息化、敞开
式开展服务。

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
务方式。深入实施增信融资工
程，扩大农业抵(质)押资产，积极
探索创新信贷产品，扩大林权和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农村承包土地确权是为解决好“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承承包包经经营营权权可可抵抵押押和和担担保保融融资资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刘元忠) 20日，
记者从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暨培育新
型农村经营主体工作推进会
上获悉，全市农村土地确权工
作要在年底前完成，通过确权
登记颁证，让农户成为集体所
有制的新型实体，落实集体所
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
地经营权。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完
成第一、二批试点工作的基础
上，淄博将在全市全面开展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力争2014年6月底前基
本完成、12月底前全面完成，实
现承包面积、承包合同、经营权
登记薄、经营权证书“四相符”，
解决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
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
健全等问题，承包地分配、承包
地四至边界测绘登记、承包合
同签订、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

“四到户”，进一步稳定和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管理
制度，实现登记管理信息化。

据介绍，原则上，除因国家
占地已经办理征地手续、大部
分或绝大部分承包地近期确定
征用的城区村、园区村外，都要

进行确权。开展确权的村居，一
经确定就不得减少，保证全市
开展确权的村居占总村居数的
90%以上。

《淄博市全面开展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 作 方 案 》规 定 ，土 地 确 权
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承
包户承包地块、面积相对不
变。严禁借机违法调整和收回
农户承包地。对测绘多出的土
地要尽可能地确权给农户，不

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争
利。验收考核要以承包合同签
订、登记簿建立、经营权证发
放为重点，承包经营权证书在
履行完程序后必须发放到户，
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扣押。

农农村村承承包包土土地地确确权权年年底底前前完完成成
承包经营权证书必须发放到户，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扣押

日前，市国土部门验收组到张店区野外检查验收集体土地证发证成果。 本报通讯员 王升远 摄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刘元忠 ) 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要求切实保障
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做到内容、程序、方法和结果
“四公开”，以农民认可为标准，充分
依靠农民群众自主协商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可以确权确地，
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

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发挥农
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坚持每个步
骤都与农民群众酝酿讨论、每个环
节都邀请群众参与，每个争议都由
村民协商解决，每项成果都要公示
并经群众签字确认，依靠农民群众
办好自己的事。

邀请群众参与
每个环节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李超)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要加快
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
快形成推动工作落实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淄博市成立4个督导
组，实行挂包区县责任制，每10天调
度通报一次，每半月督导一次，及时
全面反映各区县、各镇办工作情况，
以此强化督查考核。同时列入市政
府督查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半月督
查一次。

强化分工联动，市委农工总牵
头、总督导，发挥好统筹协调、调度
督查的作用。市农业局负责农村承
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业务指
导，牵头负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发展和培育，会同市金融办一起负
责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综
合平台的构建运转。工商、质监、税
务等部门要窗口下移，简化程序、精
简手续、放宽条件，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办手续提供高效服务。发改、财
政、国土资源等部门要做好项目申
报、财政投入、用地审批等事项。金
融机构要积极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各相关部门要
加强沟通协调，搞好资源共享和工
作联动，协同推进工作落实。

分工联动
强化督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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