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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禹做客齐鲁大讲坛，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三农问题新举措

土土地地流流转转应应先先保保障障农农民民权权益益

本报济南12月2日讯（记者
孟敏）“比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权利更重要的，是推进城乡
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
衡配置。”12月1日，国家发改委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
究员杨禹做客齐鲁大讲坛，在
山东博物馆一楼报告厅，全面
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三农
问题的新举措。山东师范大学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建担
任本场主持。

“既要看‘新提法’，也要看
‘老提法’；既要看‘改革’，也
要看‘发展’；既要看‘市场’，
也要看‘政府’；既要看点的突
破，也要看点与点的关联。”杨
禹用均衡的眼光解读了三中全
会的内容。

同时，杨禹指出了藏在背后
的改革逻辑的变化，那就是健全
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把城镇化
问题、三农领域的问题紧紧咬合
在一起部署。“农村廉价劳动力
无限供给，土地资源大量消耗，
用较快的建设速度、低成本的公
共服务为代价求发展，这样的局
面，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必
须改变。”

杨禹说，改革的最大难题是
农民流动过程中怎么明确自己
的财产权利。如果农民选择流
动，他在农村的财产权利可以跟
他在城里可能获得的财产权利
做平等置换，“这才是一个更大
范围内的改革路径”。

杨禹希望，农民把宅基地转
让出去的时候，选择必须是理性
的，必须是在居住、生活、收入等
各个方面有制度性保障的前提
下进行的。

“致力于建立一个保障环
境，比让农民尽快把宅基地流转
出去要更加重要。”杨禹提出，要
避免农民盲目过快地把宅基地
流转出去，但是应有的保障却没
有得到充分实现。

政府征地范围宽，农民流转渠道却窄
“拿出小卒过河的勇气

和韧性。小卒过河是可以当
车使，步步不惊人，但是最
后也能拱出一个胜利。这是
今 天 中 国 改 革 典 型 的 形
象。”杨禹说。

为什么讲赋予农村更
多的财产权利？今后要如何
做？杨禹分析说，之前集体

建设用地无法跟国有土地
同等交易，市场交换的范围
很窄，农民将建设用地变为
财产的渠道很少。同时在广
大农村地区，征地范围太
宽，今后应该把征地的范围
缩小，只能为了公益的目的
征地。

杨禹举例说，安徽的

土地最新动作里，除了农
村具体经营型建设用地跟
国有土地能够入市外，在
更多主体、更大范围、更多
的具体动作上尝试着让农
村的财产权利特别是土地
的权益得以保证，最终丰
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
增加农民收入。

集体用地出让

与国有同权同价

我国城镇化

可借鉴欧洲

我国城乡之间的布局怎么发
展？“希望在未来十年，转向欧洲模
式，有节制地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杨禹说。

据杨禹介绍，欧洲人不喜欢大城
市生活，像德国70%的人生活在小城
镇地区，德国小镇规模适中，平均一
个镇1 .5万人。德国小镇里，一个街区
里既有在中等城市上班的白领，下班
后回来居住，也有小镇边上种地的农
民，跟白领毗邻而居。为什么人们愿
意生活在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面貌
虽然跟大城市不一样，但管理水平却
跟大城市一样。 本报记者 孟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
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
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
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
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
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
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
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
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
押二级市场。

本年度讲座结束

明年三月再开讲

本场讲座是2013年的最后一场
大型公益讲座，齐鲁大讲坛在每年
的1、2月份将进行休坛，2014年首场
讲座将于3月份正式开始，敬请关
注。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齐鲁大
讲坛官方网站www.qilu.gov.cn，新
浪官方微博，或咨询活动热线0531-
82981378（山东省社科联科普部）。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
联、山东大学、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以“搭建思想平台、共享精神财富”
为宗旨,向公众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孟敏

捐献者可优先用

自捐脐带血

脐带血库分为公共库和家庭
库，公共库存放无偿捐献的脐带血，
脐带血的归属权为脐血库，是公共
资源，捐献者有优先使用权，但不需
要捐献者支付保管费用，所有费用
由脐血库承担，捐献成功后将获赠
捐献证书。家庭库存放自愿付费为
新生儿或家人储存的脐带血，他人
无权使用，自存自用不需配型，并且
附赠商业险。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发现，脐
带血中含有可以重建人体造血
和免疫系统的造血干细胞，可用
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多种疾
病。

因此，脐带血已成为造血干细
胞的重要来源，特别是无血缘关系
造血干细胞的来源，也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人类生物资源。

44年年前前存存脐脐带带血血，，如如今今救救子子一一命命
自体移植不仅免除麻烦，还节省大量抗排异所需费用

“不幸患了重度再生障碍
性贫血，却因为 4 年前存的脐
带血救了儿子一命。”家住济
南市槐荫区的刘杰感慨道。
2013 年上半年，刘杰的儿子被
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只能
靠骨髓移植或脐带血移植完
成救治。幸运的是，孩子 4 年
前出生时存储过脐带血，免受
了骨髓移植的麻烦和痛苦。

刘杰是济南某医院的医
生，妻子是该医院的行政工作
人员。2009年妻子怀孕之后产
检时，刘杰听医生说新生儿脐
带血可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多种疾病，便决定将孩子
的脐带血储存在山东省脐血
库。到了当年 10 月份孩子降
生后，宝宝的脐带血第一时间

被送到山东省脐血库保存。
孩子一直成长顺利，可到

了2013年上半年，孩子突患严
重的肝病被送往北京佑安医
院接受治疗，因病情加重，孩
子一度出现肝衰竭和昏迷，生
命垂危。之后孩子检查时发现
血小板偏低，被确诊为重度再
生障碍性贫血。

为了给孩子治病，刘杰带
孩子来到了天津血液病研究
所，在与医生沟通了孩子的病
情后，医生考虑到了骨髓移
植。因为自己就是医生，刘杰
知道骨髓移植配型困难，并且
术后的排异反应对于四岁的
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之后，刘杰突然想到了自
己为孩子在山东省脐血库储

存的脐带血，赶紧告诉了医
生，主治医生结合孩子的当前
病情，决定用孩子出生时储存
的脐带血移植治疗。

2013年9月22日，山东省
脐血库临床应用中心的工作
人员将这份刘杰的孩子之前
存放的脐带血送到天津血液
病研究所。9月23日，患儿接受
了自体脐带血移植手术。因前
期准备充分，手术进行得非常
顺利。2013年10月15日，患儿
顺利出舱；2013年11月10日，
患儿正式出院了。

因为是自体移植，无需再
服用抗排异的药物，只需要针
对病情服用一些配合治疗再
生障碍性贫血的药物即可。这
样一来，不但减轻了孩子排异

的痛苦，还节省了大量抗排异
所需的费用。

当初刘杰选择自存脐血
签订了《脐带血干细胞技术服
务与保存协议书》，按规定缴
纳相应费用并正式保存后，山
东省脐血库赠送了最高价值
高达55万元的疾病住院医疗
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根据保
险协议中规定，保险公司会按
约定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以
确保提供合格脐带血的同时
又有足够的医疗费用。

“当初我存脐带血的时
候，只是想给孩子多一分保
障，没想到四年后果真救了孩
子一命。”刘杰向山东省脐血
库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本报记者)

延伸阅读

讲坛热点

若资源向权力集中，农村仍难发展
“让更多的资源由市场

来配置，而不是由权力来配
置。”杨禹说，过去城乡发展
的过程中，为什么乡村总缺
少优质资源？资源总往大城
市跑？因为所有的城镇都是
有行政级别的，最大的城市
往往行政级别最高。

杨禹形象地说，面前来

了一群市长，名片上都印着
市长，但有的是省部级，有的
是副省级、厅局级、县级。如
果放开镇改市，很多镇长也
变为市长，可行政级别还是
科级的。

“从省部级的市长到科
级的市长，当他们都想发展
自己城市的时候，如果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仍然在
政府手里，注定城乡发展仍
然向级别更高的市长手里
集中。”杨禹说，市场配置资
源起决定作用的新提法，将
极大影响城乡关系。只有实
现这样的机制，我们的农村
才能够像期待的一样，获得
更多发展。

要用公共品杠杆调节人们的选择
“要用公共品杠杆调节

自然人的选择。”杨禹说，不
管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
每一个自然人都可以自主选
择自己到底生活在哪儿。一
个农民工去北上广、去济南，
还是去县城，或是呆在家门
口，不是听行政命令，而是自
己做经济选择。

杨禹认为，表面上看

起来北上广等大城市压力
大，但这些城市因为财政
有钱，水、电、气、副食品等
公共品的补贴很多。而太
多的资源集中涌入大城市
后，大城市改善民生做得
更到位，具备了一定生活
成本吸引力，使得更多人
不断涌入。

他表示，大城市要适

当 让 自 己 的 生 活 成 本 回
升，同时分配更多的资源
去小城市、小城镇甚至乡
村，让这些地方的公共品
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这
才能够让人们知道，大城
市固然有它的吸引力，但
生活在一个中小城市，经
济选择更合理。

本报记者 孟敏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博物馆学会

山东博物馆

12月1日，杨禹讲述三中全会提到的土地红利。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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