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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地地流流转转富富了了口口袋袋轻轻了了负负担担
2016年基本实现全市粮食生产“十统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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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

资源，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一位的基础设施和基础
产业。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
多次下发水利改革文件，详细
定位新形势下水利发展的战
略。

县级黄河河务局承担行政
规划区域内黄河的治理开发和
管理任务，是国家水利体系中
最基层水管单位。管理段是山
东黄河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机
构。基层水管单位要想服务于
国家水利大发展，自身机制建
设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

一、单位民主管理的重要
性

民主管理是新形势下单位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展基
层民主，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
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
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
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
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滨州河务局各县河务局在
单位民主管理方面建立了县局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管理段民
主议事制度相结合的全方位民

主管理体系，收到了好的效果，
营造了干事创业、和谐共事的
良好氛围。

二、单位民主管理体系的
基本形成

(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

“职代会”)制度是基层单位实
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
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
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基
础。

滨州河务局各县河务局于
2014年对职代会相关制度进行
了修正，职工代表进行了换届。
职代会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
会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
单位实行民主管理和协调劳动
关系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
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规定行
政领导要尊重职工的民主权
利，保证职工代表大会正确行
使职权。2015年2月，滨州河务
局各县河务局职工代表大会相
继召开，标志着本局向民主管
理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民主议事制度
民主议事制度于2011年在

滨州惠民黄河河务局各管理段

率先推行，收到了好的效果，进
而在滨州河务局各县河务局全
面推广。

基层民主议事制度是基层
水管单位民主议事机制的一种
具体体现方式，是民主议事机
制理论大框架下的具体实施措
施。民主议事制度规定：基层管
理段，每月组织民主例会，形成
制度；参会范围全段职工，职工
代表人数不少于现有职工人数
的25%，每季度更换1次，要做
到年内涵盖全体职工。议事内
容涉及单位建设和日常管理运
行方方面面。

为加强对民主议事会的督
查、指导，县局领导班子成员不
定期到会督导检查会议召开情
况。自该制度实施以来，每年均
形成上万字会议记录，从该机
制近年来的进展情况看，已经
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初步成
效：一是初步建立了规范、协
调、透明的工作机制。二是民主
议事会给职工提供了畅所欲
言、参政议政的平台。三是进一
步提高了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
性。四是有效地促进了基层工
作任务的落实。五是营造了民

主、和谐的工作氛围。六是促进
了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让所
有的职工参与到单位各项事务
的筹划、实施中，能有效的解决
单位权力过于集中的运行机
制，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推广民主化管理的意
义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基层水管单位的机制建
设，决定着一个单位的运行走
向。滨州河务局各县局实行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管理段实行
民主议事制度，形成了覆盖全
单位的完整民主管理体系，成
效明显，为水利基层单位的民
主管理探寻出一种有效模式。

滨州黄河民主化管理体系
在今后还需作以下完善：1、民
主化管理体系建设要与时俱
进。2、民主化管理体系的发展
要因地制宜。3、注重保存相关
档案资料。4、加强对职工的民
主化管理方面的知识培训。

尽管滨州河务局各县局民
主化管理体系在今后的发展中
还需要逐步完善，但将该体系
推而广之，必将在基层水利发
展中产生积极的作用。

邹平黄河河务局 王宁

本报1月11日讯 (通讯员
王超 记者 李运恒) 2015年，
滨州检验检疫局全年共签发各
类原产地证书8965份 ,同比下降
9 . 64%，签证金额72398万美元，
较2014年增长6 . 68%。

2015年，滨州检验检疫局主
动发挥原产地签证管理部门的
职能优势，通过开展“自贸区优
惠政策进万企”等活动，深入挖
掘自贸区优惠政策利用潜力，助
全市企业“走出去”，培育竞争新
优势、打造发展新动力。

其中，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
书1791份，签证金额9658万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61 . 36%和65 . 52%。
由于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出
口至欧盟28国的产品不再享受
欧盟普惠制待遇，给予我国普惠
制优惠的国家锐减至12个，这也
成为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签发量
下降的最主要原因。签发一般原
产地证书2387份，签证金额11421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7 . 14%和
63 . 53%。签发区域性优惠原产地
证书4787份，签证金额51319万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 7 . 0 8 % 和
56 . 11%。

滨州检验检疫局多措并举，
助推全市外贸稳定增长和转型
升级。一方面，促进企业利用自
贸区优惠政策，挖掘自贸区优惠
政策利用潜力。在全国率先实施
关检原产地签证数据比对，对辖
区多家出口东盟、智利企业的海
关报关数据和原产地签证数据
进行逐一比对，有效帮助企业深
入挖掘原产地证在关税减免政
策中的潜能，用足用好这张外贸
优惠券。同时扩大自贸区优惠政
策宣传。开展“自贸区优惠政策
进万企”活动，与沾化区人民政
府合作开展出口农产品原产地
优惠政策宣讲，进行“一对一”上
门服务。与商务局签订自贸区优
惠政策宣贯工作合作备忘录，进
一步提高我市自贸区优惠政策
利用率。并积极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助力魏桥创业集团
印尼投资建厂等“一带一路”沿
线大型项目，服务中国装备“走
出去”，实现“多元化”的销售渠
道。

另一方面，提升原产地签证
便利化水平。推动检商“两证合
一”。大力深化企业备案制度改
革，与商务部门共享共用企业备
案信息，启动检验检疫部门原产
地证企业备案登记与商务部门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两证
合一”改革。加快简政放权。在全
国率先取消原产地证备案企业
年审，全市近500家相关企业不
需定期办理复核手续。将第三方
机构的原产地评定结论作为原
产地签证依据，实行原产地申请
人“零门槛”备案。实施区域原产
地签证一体化，出口企业可在省
内自主选择检验检验机构申领
原产地证书，不受检验检疫辖区
限制。实施“负面清单”原产地签
证制度。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原产地签证“负面清单”，对
于申请一般原产地证书的“负面
清单”外产品，不再开展原产地
签证调查。

五百企业不需
定期办理复核

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当下，推
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成为农
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动力之源。自2013年以来，滨州市展开
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拉开了全市农村改
革的序幕。截至目前，全市90个涉农乡镇(街道)已全部开展
了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确权颁证工作已完成4938个村，
占总数的97 . 5%；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35万亩，占全市承包
土地面积的24 . 5%；农民合作社4724家，家庭农场300家，市
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372家。全市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农村公共事业持续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农村发
展和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本报通讯员 赵泳

“十统一”社会化服务促进增粮增收

为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加
快推进粮食生产现代化进程，
滨州市按照“循序渐进，边试点
边推广”的原则，自2014年秋种
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粮食
生产“十统一”社会化服务工
作，即“统一玉米机收和秸秆还
田、统一旋耕、统一深耕(松)、
统一再旋耕、统一施肥、统一小

麦供种、统一小麦播种、统一病
虫害防治、统一小麦收获、统一
夏玉米机械播种”十项统一服
务。2015年，全市推广实施40万
亩。力争2016年基本实现全市
粮食生产“十统一”全覆盖。

设置专门的财政资金奖
补合作社推进“十统一”工作。
全市出台了《粮食生产“十统

一”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自2015年起，市财政连续
三年每年安排300万元作为奖
补资金，对粮食生产“十统一”
工作开展好的县 (区 )给予奖
补，奖补资金主要用于补助粮
食生产“十统一”工作开展好
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粮食种植
合作社。

“十统一”模式按照“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
求，做到了粮食生产过程中的
种子、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的统
一购置和标准使用，切实做到
从源头上严格管控，确保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2015年，全市测
土配方施肥推广面积60万亩，
统防统治380万亩次。

确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盘活“一亩三分地”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是保护农民财
产权、增加农民财产收益的重
要途径，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
合理配置的重要措施。滨州市
分别于2013年4月份和8月份组
织开展了两轮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

2014年，滨州市加快推进农村
土 地 确 权 登 记 颁 证 ，全 市
58 . 9%的村、社区完成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超额完成省、
市下达的50%任务目标。全市
统一航拍工作影像，规范确权
颁证档案管理。截至目前，全市
90个涉农乡镇(街道)已全部开

展了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确权颁证工作已完成4938个
村，占总数的97 . 5%。

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融资办法，把滨城区、博兴
县列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试点县区，加快农村产权要素市
场化、资本化进程。2014年，博兴

县国丰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以流转农户的712亩农
村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向博
兴农商行申请到了80万元的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成为全市发
放的首笔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为
抵押的贷款。今年，博兴农商行
又续贷80万元。

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35万亩

近年来，全市积极探索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机制
和办法，全市农村土地流转呈
现出流转规模扩大化、流转方
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流
转管理日趋规范化的良好态
势。截至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
积达到135万亩，占全市承包土

地面积的24 . 5%。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

发补发是对二轮土地延包工作
的 完 善 ，近 几 年 来 ，全 市 与
24 . 01万个农户新签了规范的
承包合同，为23 . 7万个农户发
放了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更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
进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
入。据统计，全市因为土地流转
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户
2 8 . 9万个，转移农村劳动力
48 . 48万个，流转土地农户中全
家外出务工经商农户达1 . 45万
个。如博兴县龙升食品有限公

司与当地农户签订合同，租赁
土地3000亩发展基地，公司将
土地返包给愿意从事有机蔬菜
种植的土地出租农户，与农户
签订回收合同和最低保护价，
由公司负责加工销售，共带动
当地农户2000多户，实现户均
增收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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