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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国辉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并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

方针，从而吹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号角。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

条件之一，是关系农业、农村、农民的

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家宏观土

地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探索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使用机制，

在推进土地流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做法。但在乡村振兴战略视角

下，土地流转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对流转的形式、机制、措施提出

了更高的标准，倒逼各级政府必须探

索更加科学合理的流转模式。在新

形势下，小规模、细碎化的农村土地

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有

必要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形成农

地规模经营。

一是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农民

转变观念，是顺利开展土地流转的第

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前提。加

大宣传力度，大部分农民生活在农

村，可以充分利用村里的喇叭广播、

电子显示屏、村务公开栏、横幅标语

等载体，大力营造鼓励和支持农村土

地流转的宣传氛围。同时，利用微信

公众号、村务公开微信群、抖音等方

式，制作动漫宣传短视频，采取问答

的形式，大力宣传农村土地流转的法

律法规，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和

了解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管理

办法。同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具体工作中，乡村两级干部应当将农

地流转政策宣传作为日常工作的一

部分，总结和发现农地流转对农户增

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让享受到

实惠的农户现身说法，示范带动广大

农户进一步转变思想，积极推进农地

有序流转。

二是健全激励措施。激发农民

的主观能动性，宣传政策、转变思想，

这是激发内因的做法，还需要进一步

扩大外因。资金补助，对支持和参与

农村土地流转的农户，通过政策奖补

等方式，在给予正常租金之外，由政

府设立土地流转政策奖补资金，对积

极参与流转的农户给予一定的奖励，

从而激发更多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

转。政策扶持，帮助流转土地的农

户，进行制衣、电子、家政、农技等技

能培训，确保掌握一门技术，促进就

业创业、发展产业，进一步提高农民

收入。同时，发掘农村土地流转的典

型经验，进一步总结和宣传先进事

迹，让农户不仅感受到土地流转带来

的实惠，还有精神上的抚慰，进一步

增强幸福感和荣誉感。

三是完善市场交易平台。土地

流转作为一项市场化行为，必然要适

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采取“互联

网+”理念，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市

场信息平台，通过网上了解、网上咨

询、网上发布、网上交易等形式，不断

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比如，各级政

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应当深入了解农

民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建立土地储备

库，从而形成土地储备数据库，并上

传至市场交易平台，进而降低市场交

易费用。大力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

务组织，由该组织从事土地信息收

集、整理、广告、政策咨询、信用担保，

开展土地资产评估。

四是积极培育新型市场经营主体。

产业兴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广大农

村拥有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产业基

地、合作社、企业等多元化的市场主

体，通过新型市场经营主体，推动农

村土地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立足本

地，以本地致富能人、种养大户为基

础，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积极扶持，鼓

励和引导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解决

农村土地零散、分散的状态，努力培

育一批本土的农业龙头企业，增强产

业发展的带动能力。引进资源，农业

龙头企业，光靠培育，一时间难以成

规模，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入驻，进

一步提高土地流转市场化水平和能

力，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五是完善农业保险和农村保障

制度。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种养大

户、致富能手、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

在种植农作物时，很容易受到外界环

境的影响，一旦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

因素的影响，就很容易发生减产甚至

绝产事件，进而导致经营主体收益降

低，甚至影响其缴纳农地流转租金。

因此，各级政府要引导金融机构开发

丰富的农业保险产品，对农地流转的

转出户和转入户提供保险产品，切实

维护双方的权益。同时，地方政府还

应当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

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政策

落实，保障农民生活水平，切实解决

农户的后顾之忧，增加农户参与农地

流转的激励，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坚强的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农村土地流转对乡村振兴战略的

作用研究”（18KS23）阶段性成果］

本报讯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

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

政治优势。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青岛

西海岸新区税务部门聚焦“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在与驻地海军20年

军税共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拥工

作思路，主动寻求双拥工作与税收工

作结合点，组建由68名队伍组成的“退

役军人服务队”，建立志愿服务长效机

制，聚焦军人群体，推出15项荣军服务

举措，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聚焦军

嫂群体，组织青年女税官与军嫂“结对

子”，架起税务部门与军嫂的“连心桥”；

聚焦军娃群体，开展“军娃小课堂”“红

色研学”“特色课程”等活动，切实办好

军人军属“暖心事”。 （刘宝琪）

本报讯 10月 25日，“把一切献

给党·劳动创造幸福”全国职工党史学

习教育读书活动暨中建二局华南公司

广西职工集体婚礼活动在中建二局南

宁万达茂项目举办。

中建二局华南公司把“我为群众

办实事”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了解到

一线职工因为疫情未能举办婚礼的情

况，积极为职工举办集体婚礼。活动

当天，9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走上红地

毯，依次进行着跨火盆、拜高堂、挑盖

头、诉誓言等传统中式婚礼环节，在亲

友同事的祝福中喜结连理。本次活动

将“职工阅读”和集体婚礼相结合，现

场洋溢浓厚的书香气息，不仅弘扬了

传统文化，更鼓励职工建设和谐家庭，

传承良好家风。

（龙 芳 张醒莹）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广西百色市

税务局将“为民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重要内容，坚持聚焦纳税人“急难

愁盼”，探索和推行个人办税信用评

价，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

新型服务机制，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和

层级，有效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该局推行的个人办税信用评价对

象当前主要包括办理涉税事项的企

业财务负责人、办税员等人员。同时，

将办税人员办税信用动态评价结果向

地方社会信用体系推荐，不断完善市

场主体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积极发

挥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重

要作用。

在年度评定后，对于办税信用优

良的办税人员，给予组织外出培训、公

开通报表扬等鼓励表彰，并向用人单

位和企业积极推荐，不断激发其遵规

守信积极性以及办税行为的“三自

觉”：即自觉依规诚信办税；自觉督促

所在企业依法诚信纳税；自觉参与税

收志愿服务，推动构建税收共治格局。

良好的征纳互动，不仅有效提升

了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更有力助推

地方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2021年

百色市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户数为

1525户，比2020年增加932户，良好

的纳税信用，帮助百色市2048户纳税

人在前三季度通过“银税互动”平台成

功融资35.08亿元。同时，纳税人对税

务部门的服务予以充分认可，2021年

前三季度百色市税务系统“好差评”好

评率持续保持100%（其中政务服务

“好差评”非常满意率达99.92%）。

（蒙娌娜 潘世明）

双拥工作注入“税”力量 办好军人军属“暖心事”

党史书香相衬 集体婚礼“建”证工地爱情

推行个人办税信用评价 有效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推进农地有序流转 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时 凯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建设基础建设科
苏良缘 宜昌诚缘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孙文勇 贵州光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谈志平 个人
唐若凡 上海燃气浦东销售有限公司
唐 野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涂心良 个人
万伟财 广东安富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王 超 山西三隆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王海龙 个人
王吉哲 新发建设有限公司
王建军 北京正宏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王俊铭 河北联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王 林 重庆开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 前 银川滨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少鹏 图木舒克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婷婷 山西鹭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伟鹏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王小东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王晓飞 山西方正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王作东 沈阳东易日昇建设工程管理咨询
韦罗旋 柳州市铉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谢 皓 江苏澜鑫海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谢红涛 湖南有方建设有限公司

徐永进 个人
徐照根 嘉兴市双联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薛 鹏 山东昌隆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严博梅 新疆锦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颜 勇 山东昌隆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杨富平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杨建军 山东昌隆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杨 康 河南中政建设有限公司
杨寿勋 昆明天赢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
杨 雯 青海慧鑫公路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杨小娟 湘西自治州志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姚 远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于 飞 安徽艺源建筑艺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于华婷 青岛雍达筑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袁风光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中泰煤业有限公司
战 武 青岛雍达筑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桂明 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张韩昆 河南信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红波 个人
张建华 山西禾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巨鹏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张开罗 新发建设有限公司
张克彬 新发建设有限公司
张 林 四川盈信宽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 瑞 四川标准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张永建 智埔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平伟 云南大学
赵远强 凤冈县锌硒农业商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赵 云 贵州绿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周勇军 河南吴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 帆 北京环球亚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经理公示名单：
安晓杰 新疆锦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常骏腾 河南中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 杰 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程国红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邓宇阳 山南雅投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付立秋 北京益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古爱红 广州双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顾旭波 中晟全过程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郭殿方 中铁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郝兰雨 上海盛金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何 燕 河北欣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姜 敏 湖北荆城银都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李 见 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李 健 上海协维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李 俊 河北万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云龙 新疆皓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京毅 天津屹策嘉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刘东彬 陕西道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子彬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陆之源 北京正宏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沙 硕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苏 剑 中铁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田国庆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屠冰葛 天津大诚永信科技有限公司
王 博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 璐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王维维 吉林省鸿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韦雨志 重庆市南川区顺雨建材经营部
吴吉凯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吴新可 河南君月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 姣 六安市中固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徐瑢瑢 个人
杨崇飞 陕西盛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晓玲 金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姚有为 湖南有方建设有限公司
于金超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钟力安 江门市艾理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全国第二期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及等级考
试工作于2021年9月19日正式结束。经资质审核并考试合格者，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认证中心批准并颁发工程总承包
（EPC）项目管理师或/和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专业技术证书。

现对全国第二期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参培及考
试合格人员予以公示(以姓名首字母排序)，公示期自即日起5个工
作日，凡对公示信息有疑义的，请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组织和
实施单位反映。

评价和指导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认证中心
组织和实施单位：北京中培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师&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
公示名单：

曾知建 湖南省益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何开务 中节能科辉（宁德）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黄文桦 江门市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康 铭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黎德中 四川鸥鹏建筑工程公司
刘 媚 深圳市标谱室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龙二保 河南住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马晓宇 河北乐凯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马晓智 黑龙江省交投峰悦投资有限公司交旅咨询分公司
汤 鹏 个人
万伟胜 河北树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王艺霖 哈尔滨中润房产经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郗 飞 晋中市榕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佩中 河南瑞通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张夔邺 黑龙江省交投峰悦投资有限公司交旅咨询分公司
张柳云 北京宝峰建筑工程公司
张树和 黑龙江省交投峰悦投资有限公司交旅咨询分公司
赵柏茹 个人
朱兴发 河南明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师公示名单：
晁一博 山东省森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杰炜 广州中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孟娟 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陈 颖 宁波建宜置业有限公司
陈中常 北京中通科培建筑科学研究院
端木森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文燕 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
葛诗航 新发建设有限公司
胡红旺 个人
江 凯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李 伉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 昀 上海天梯律师事务所
李中豪 新发建设有限公司
廖家良 云南蓝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柳玉水 个人
陆 滔 北京京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淑玲 北京京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聂延征 上海申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宝权 武汉北晨极光科技有限公司
庞 娟 新疆卓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闪红兵 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孙志刚 北京昇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王苏娜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勋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元海 沙河市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王壮牛 河南瑞通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杨 登 贵州遵义鸿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永波 江苏仲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袁宇发 贵州艺恒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张韩昆 河南信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华鹏 江苏万达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张亚飞 新发建设有限公司
张 阳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赵海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与设备管理中心
周国栋 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庄典勋 青岛即墨通济法律服务所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公示名单：
白 冲 郑州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卞 伟 郑州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朝微 沙河市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陈 晨 江苏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陈建辉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董冬明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杜 斌 河北树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杜平良 定州市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段世龙 郑州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樊海姗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范宜蓉 渭南电梯安装工程公司
冯慧君 中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甘新春 湖北中港华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天翔 河南瑞通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巩丽丽 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郭广胜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郭亚彤 河南君月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何 斌 新疆三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 桂 四川宗辉蕴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季增光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贾正兵 个人
李 健 上海协维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李 俊 河北万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 明 新疆邦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祥辉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秀学 北京宝峰建筑工程公司
李永健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晓欢 海南新世界房地产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梁 英 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林玉莲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刘嘉骏 河南中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刘 剑 北京华世智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刘金龙 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早妹 河南中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刘召伟 湖北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陆程亮 郑州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吕泽鹏 河北欣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毛会永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聂礼兵 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齐 军 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秦志军 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邱谋新 四川省远熙建设有限公司
任志强 新疆玛纳斯县峰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沈兴琼 河南中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史 昆 河南中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司智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苏希国 渭南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苏云华 云南春城财富置业有限公司

孙文勇 贵州光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孙 喆 淄博朝晖阻燃材料有限公司
唐 彪 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唐 野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国华 江苏业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涂明瑕 郑州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屠冰葛 天津大诚永信科技有限公司
王春松 河北树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王 浩 湖南聚协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王晓磊 河北树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吴佰根 河北树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武 姣 六安市中固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席天军 河南军月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夏超超 中铁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夏春春 北京博通瑞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熊 峰 渭南电梯安装工程公司
许 将 河南中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许 鑫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崇飞 陕西盛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 丹 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分院
杨进平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杨 康 河南中政建设有限公司
杨位兵 四川立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 璐 郑州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余 翱 渭南电梯安装工程公司
袁嘉威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建峰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建华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 林 北京华世智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张保安 山西广信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张都喜 山西艺作古建筑有限公司
张 军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刘栓 山东泰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 平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张廷亮 郑州富之源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张学龙 沙河市中兴节能保温材料厂
张勇刚 天地汇通电力有限公司
赵敬明 广东道华建筑有限公司
赵子金 中铁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朱广举 中建三局城建有限公司

全国第二期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公示

中铁上海工程局南沿江城际铁路中铁上海工程局南沿江城际铁路双线箱梁架设完成双线箱梁架设完成
10月26日，随着一孔重600多吨的箱梁稳稳地落在南沿江城际铁路

白茆河特大桥165至166号墩上，标志着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南沿

江城际铁路10标项目，率先全线完成临近营业线双线箱梁架设任务。

（文金华、杨道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