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錫文：將監管企業租耕地
土地流轉須尊重農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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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
會對剛剛公布的中央 「一號文件」 進行詳
細解讀。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會上表示，土地流轉
要保護農民權益，尊重農民意願。他還表
示，農業部門正在制定准入門檻和監管辦
法，以監管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一日電】

滬宋慶齡紀念展揭秘國共合作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一日電】今年是宋慶齡誕

辰120周年，為紀念並緬懷宋慶齡，上海孫中山故居
紀念館2月1日正式推出名為 「不朽的歲月──宋慶齡
在莫利愛路寓所」大展。展覽通過70餘件文物史料，
還原了宋慶齡在那段波譎雲詭歲月中追求真理的經歷
，揭秘了她與孫中山相濡以沫的愛情故事，及 「國共

合作」背後的秘辛往事。
據上海孫中山歷史故居紀念館館長劉金馳介紹，

宋慶齡在莫利愛路寓所居住的時間跨度近20年，而此
番參展的文物史料大部分為首次展出。

《孫文越飛談話》見證國共合作開端
展覽現場，孫中山與越飛的談話記錄複印件也吸

引了眾多觀眾的駐足，劉金馳告訴記者，1920年秋，
宋慶齡和孫中山在上海寓所書房會見了共產國際特使
維經斯基，此後她又與孫中山接見了共產國際代表馬
林，和蘇俄全權大使越飛、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林
伯渠等。特別是1923年1月，孫中山夫婦和越飛會談
後，就改組國民黨，及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等問題達成
共識，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繼續居住在上海寓所，並
以孫中山思想為指導投身大革命，1927年4月和7月，
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宋慶齡即發表《為抗
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並在上海
閉門謝客。劉金馳特別介紹了宋慶齡在上海發表的《
赴莫斯科前的聲明》複印件，並透露，1927年8月1日
，汪精衛曾親筆去信宋慶齡，在信中大肆污衊中國共

產黨。而就在同一天，南昌起義爆發，宋慶齡被推選
為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與
此同時，宋還和毛澤東、鄧演達等聯名發表《中央委
員宣言》，痛斥蔣、汪背叛革命，隨後，為完成孫中
山遺願，宋慶齡不顧蔣介石的威脅利誘前往莫斯科。

曾在此為國共二次合作搭橋
展覽 「矢志不渝的愛國者」單元揭秘了國共二次

合作的始末，相關史料顯示，1935年底，國民黨開始
與共產黨接觸，其中一條重要的渠道是通過宋子文請
宋慶齡設法與中共聯絡。1936年1月，受宋子文委託
，宋慶齡在莫利愛路寓所約見了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
，並安排他以財政部派赴陝西調查員身份，向中共傳
遞國民黨願意談判，重建國共合作的信息。1936年10
月20日，宋慶齡與何香凝共同起草 「關於遵守孫中山
遺囑，再次實行國共合作」的提案書，並在國民黨中
樞人員中徵集簽名。簽名過程中 「西安事變」爆發，
宋慶齡獲悉後遂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抗日主張
，希望他們在蔣介石答應抗日後將其釋放。同時，宋
慶齡還促成潘漢年與宋美齡密談，她的努力最終也使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本報記者劉巧雄長沙一日電】今年中央連
續發布指導 「三農」工作的第10個一號文件繼續
關注農村發展。湖南省人大代表樊富強31日接受
本報專訪時指出，9年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確實讓農民獲得了實惠，但農民種田積極性不高
仍是不爭的事實，未來希望國家能出台嚴謹的保
護政策，讓農民感覺到種地有利可圖，感覺到種
地的幸福。

樊富強指出，自2003年中央發布關注 「三農
」的一號文件以來，從免除農業稅，到給予系列
種田補貼，農機具補貼等等各種惠農政策，都給
農民帶來了利好，可實際上，這些年農民種田積
極性相反卻降低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種地收入
太低，農民難以得到實惠。

農業收入遠低於打工收入
據調查，在素稱魚米之鄉的洞庭湖平原，一

家三口人一年種50畝水稻，按每畝全年收入最高
800元（早晚兩季，加上國家惠農補貼）計算，
全年總收入也不過4萬元，而以如今當地農民在
外打工每個工作日最低工資標準100元計算，一
年工作9個月，全年收入最少有2.7萬元，三個勞
動力，總收入接近9萬元。兩項收益對比，農民
在家種田收益實在不足道。

實際上，以耕種一畝地平均12個勞動日計算
，如果農民種地按最低標準扣除勞動日工資，不
但沒有純收入，而且還要倒扣。此外，還要考慮
到洞庭湖平原是平原地帶，大型機器收割方便，
如果在湖南山區，收入還要低得多，若遭遇災害
，或是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收入就更低了，
2012年山東大白菜收購價格曾一度跌至僅0.05元
一斤，菜農辛苦勞作數月卻血本無歸，種地收入
缺乏保障由此可見一斑。

樊富強說，農業是國家的命脈，連續十年來
，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注中國農村的發展
。他希望未來國家能加大對糧食、蔬菜種植的扶
持力度，並出台嚴謹的保護政策，以此保障種地
農民的收入，讓農民感覺到種地有利可圖，感覺
到種地的真正幸福，從而真正提高農民的積極性
。今年發布的一號文件以 「創新農村經營體制機
制為主線，要求力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無
疑是提高農民種地積極性的利好信號，但地方如
何實施，如何把政策貫徹好，才是關鍵。

【本報訊】據中新社西安一日消息：記者2月1日從陝西
富平政府獲悉， 「農民工集體下跪討薪事件」已有結果，目
前所拖欠農民工工資已全額兌付，約3600萬元人民幣。

今年1月10日11時許，陝西省富平縣130餘名農民工集體
上訪，封堵政府大門討薪。其間一度集體跪倒在政府門前，
成為社會關注熱點。據悉，這批農民工受僱於陝西益豐置業
發展有限公司，由於開發商資金鏈斷裂，2600餘農民工工資
被拖欠，多次索要無果後上訪。

中共富平縣委宣傳部部長李光告訴記者，富平縣的工作
組已多次派人協助農民工討要工資，目前開發商所拖欠工資
已全額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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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下跪農民工獲發欠薪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一日電】莫利愛路29號（
現為香山路7號）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夫婦一生中唯一
一處共同的家，從1918年首次入住到1925年孫中山去
世，他們在這座寓所中生活了近8年。作為寓所的女
主人，宋慶齡不僅在生活上精心照料孫中山的日常起
居，同時她也在工作中成為丈夫革命事業的得力助手
和親密戰友。

莫利愛路寓所，如今已成為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
念館」，這是一座歐洲鄉村式的兩層花園別墅，深灰
色的外牆、清幽典雅的花園布局，都在特定歷史時期
為孫中山夫婦構建了一個安適而不華貴的住所。

寓所原係華僑捐贈
據了解，宋慶齡在嫁給孫中山後便回到了上海，

由於孫中山為革命漂泊不定，因此在滬期間夫婦二人
只能租住臨時寓所。1916年，孫中山夫婦租住在環龍
路63號，當時前來拜訪的華僑在得知孫先生並無固定

住所後，當即決定在莫利愛路29號購置住宅，並贈予
孫先生。儘管孫多次推辭，但在華僑的懇切勸說下，
孫最終接受了這份心意，並在1918年6月26日和宋慶
齡入住該寓所。

孫中山病逝後，宋慶齡繼續在上海寓所居住，直
到1937年抗戰爆發後才離開，期間她發表了個人首個
政治宣言，並獨立走上政治舞台。莫利愛路寓所不僅
見證了宋慶齡抗議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孫中山革命歷
年的往事，也見證了宋慶齡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聲援和營救進步人士，大力推進抗日救亡並實現國共
合作。

抗戰勝利前夕，旅居重慶的宋慶齡獲悉，上海寓
所已因日本侵略者的破壞而無法居住。抗戰勝利後，
宋雖因工作需要繼續逗留重慶，但仍致電國民政府，
要求將上海寓所建為孫中山先生紀念館。1945年11月
底，宋慶齡回到了闊別8年的上海，儘管國民政府已
在靖江路45號為其安排了住處，但宋慶齡仍掛念莫

利愛路寓所的修復工作。1945年2月25日《大公報》
刊文說，莫利愛路寓所已移贈國家，1948年6月10日
，宋慶齡正式簽署移交文件，至此莫利愛路寓所正式
以孫中山故居之名 「專供公眾研究三民主義之用」。

莫利愛路寓所的前世今生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一日電】今年廣州有近200萬外
來務工人員選擇在廣州過春節，其中僅廣州開發區、蘿崗區
就有10萬人。廣州開發區、蘿崗區自1日起將連續3天舉行 「
千人包餃子、萬人嘗大盆菜」活動，宴請外來務工人員，讓
他們提前感受春節的喜慶氣氛。

記者在現場看到，活動現場處處瀰漫 「家」的歡樂和
溫馨，一盤盤熱氣騰騰的餃子和大盆菜端上桌，空氣中瀰漫
的陣陣寒意頓時被驅散，讓所有人提前感受到了春節歡樂祥
和的氣氛。據悉， 「千人包餃子、萬人嘗大盆菜」活動將連
續舉辦3天，每天舉辦一場，每場將有3000多名外來務工人
員參與。

隨觀念的改變與歸屬感的增強，近年來留區過春節的
異地務工人員越來越多，據悉，廣州開發區、蘿崗區自2003
年起，每年都會舉辦 「千人包餃子、萬人嘗大盆菜」活動。

穗萬名外來務工者盆菜迎春

▲2月1日，南豐縣江西吉香林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在
將蜜橘加工成餅。蜜橘是江西省南豐縣的第一大支
柱產業和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來源，目前種植面積
已達70萬畝，總產量突破8億公斤。近年來，南豐
縣立足這一資源優勢，通過出台扶持南豐蜜橘相關
產業發展優惠政策，直接帶動5萬餘農民實現家門口
就業 新華社

▲莫利愛路29號如今是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 ，這裡也是孫中山夫婦一生中唯一一處共同的
家 本報記者倪巍晨攝

▲1924年11月，孫中山夫婦（前排中坐者）在莫
利愛路寓所接見各界代表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一日電】2012年，中國糧食
進口再創歷史新高，穀物進口達1398萬噸。在2月1日
國務院新聞辦關於2013年度中央 「一號文件」新聞發
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唐仁健
指出，中國三大穀物（稻穀、小麥、玉米）能夠實現
基本自給。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新
聞發布會上指出，中國三大穀物的供求基本平衡，能
夠實現基本自給，中國糧食增產還有潛力，在今後較
長的時期內，中國糧食進口在總量上不會有很大的變
動。他說，在東北、華北這些主產區，只要基礎設施
建設投入、科技等跟上了，增產潛力還較大。中央農
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也介紹說
， 「近幾年糧食年年都在增產，主要動因是依靠科技
，單產的提高在近年起到了80%以上的作用。」

陳錫文還表示，在去年中國整個稻穀產量接近2
億噸的大背景下，進口只有200萬噸，佔比不到2%，
比重較低，而且中國適當地進口一些國內短缺的產品
，利於穩定國內的價格，對進出口雙方都有利。他還
指出，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大、消耗量最多的國家

，保持比較高的自給率，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
，也是對全球糧食安全應該做的貢獻。陳錫文說，中
國不會閉關鎖國，條件合適的情況下要適當進口；另
一方面也需要更快地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自己的保障
能力。

中國三大穀物基本自給自足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用五年時間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圖為廣東茂名
政府工作人員在為村民頒發土地所有權證 網絡圖片

陳錫文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由於糧食需
求量不斷上升，中國有需要加快建設現代農業以保證
農產品供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重要農產品有
效供給，始終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首要任務。陳錫文指
出，要加快現代農業建設，除了從資金、技術、物資
裝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非常重要的是在創新經營
農業體系方面下功夫，激活農村和農民自身的活力。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用五年時間完成農村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陳錫文表示，
這項工作是為了切實保障農民的權益，以提供更好的
法律依據，農業部門從前年開始就在推進這項工作的
試驗，目前已經比較有數，對於它所要支付的成本，
每畝地大約為8-10元。

每次改革徵地補償都有提高
就一號文件中提到要加快推進徵地制度改革，提

高農民的在土地經營收入中的分配比例的問題，陳錫
文表示，自《土地管理法》1984年頒布以來，每次修
改以後，對農民的補償水平都明顯提高。2004年國務
院28號文件中非常明確地要求，必須保障被徵地農民
生活水平不下降，長遠生計有保障。黨的十八大報告
明確要求，要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重。

此外，一號文件中涉及流轉土地的問題時，明確
要求不提倡、不鼓勵在城鎮規劃區外撤併村莊，建設
大規模的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
居住。對此，陳錫文解釋稱，現在已有2.6億農民進
入了城鎮和二三產業就業，農村的土地流轉不可避免
。但流轉必須要尊重農民合法權益，拆併村莊以後，
生產上還不如過去方便，也沒有解決農民的擴大就業
問題，而不少地方的村莊的拆遷和合併，並不符合農
民的意願，村莊的拆併、農民的遷移要充分尊重農民
的意願，不能強迫拆併。

工商企業不應爭奪耕地經營權
另據中新社消息：陳錫文在發布會上表示，對工

商企業投資農業，從事產前、產中和產後服務以及開
發農村閒置的自然資源，應當鼓勵和支持。但不主張
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業以自己雄厚的資本實力去
和弱小的農戶爭奪耕地的經營權。耕地應該更多的讓
願意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戶經營。

他坦承，部分企業到農村租賃農民的土地不是認
真搞農業，而是在等待有一天轉變土地的性質搞非農
產業。因此，要鼓勵和引導工商企業投資於農業和農
村，不是不允許去，而是要做好引導工作。對違背農
民意願、損害農民土地權益的現象，要加以制止。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嚴格的工
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監
管制度。陳錫文表示，農業部門現在正在抓緊制定
這方面的准入門檻和監管辦法。建立這套制度之後
，無論對企業還是對農村的發展，都會有更加積極
的意義。

▶陳錫文表示，中國適當地進口一些國內短缺的
產品，對進出口雙方都有利 中新社

▲廣州開發區辦萬人宴，外來異地務工人員喜嘗 「大盆
菜」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目前中國種地收入遠低於打工收入，農民往往辛苦一
年所獲無幾。圖為海南省瓊海市農民在田間管理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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