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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老宅闲置两年
自愿退出卖了22万

47岁的双江村村民胡永林，10多年
前就和妻子进了城，开起了理发店。挣了
钱，两口子早早在彭山城区购买了商品
房。四年前，胡永林将身体不好的母亲，
接到城里一起住。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村
里的老宅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和胡永林情况类似的村民，还有几十
户。由于双江村交通不便、地处丘陵，当
地人收入一直不高。这些村民转而到城
里务工买房，几乎不再回来居住，土地要
么流转出去，要么“甩”给其他村民耕种。

2014年，彭山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第二批3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拿
到了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的破冰
资格。

2016年，听说可以申请将宅基地有

偿退出，胡永林第一个报了名，而后，包括
胡永林在内的7户农户提交了自愿有偿
退出宅基地申请。

申请将宅基地自愿退出后，双江村委
托彭山区正兴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正兴农业”）进行收储。包括胡永林的
宅基地在内，7户村民退出共3.7亩的宅
基地，全部被企业主姜凌云“收入囊中”，
集体发展民宿旅游。

胡永林获得了22万元的退出补偿。
他用这些钱又在城里买了套房，作为儿子
的婚房。

“这是第一次尝试，我们对村民方和
企业方都进行了充分了解。”正兴农业董
事长邓斌说，为规避村民退出宅基地后无
房居住的情况，退出时还特别要求出示已
购买商品房等的相关证明。另外，彭山区
还规定，如果招拍挂的出让价格高于挂牌
价格，超出的70%返还给村集体。

前景
超3成农房待“唤醒”
盘活后将带来巨额投资

“山下就是江口沉银，旁边就是彭祖
仙山，如果搞旅游，这个地方一定可以成
为热点！”老家就在江口镇双江村的姜凌
云，自小听着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故事长
大，前几年，他在村里流转了150余亩林
地，但受困于土地不能办证，修房搞旅游
的梦想一直难以达成。

彭山区农牧局局长张鸿涛说，在现有
法律框架下，宅基地不具备物权的流通属
性，法律规定其不得上市交易，而只能在
集体内部转让。伴随而来的问题是，农民
手中的老宅由于不可流动，没有价值，工
商资本由于没有法律保障，又不敢下乡。
不少老宅长期闲置，变成“沉睡的宝藏”。

2015年，彭山区政协对6个乡镇8个
村54个农业社进行入户调查。6260户
农户中，农房闲置达到1126户、完全闲置
率达18%，大部分闲置率达34%，户均闲
置房屋占地面积210平方米、总面积达到
23.646万平方米。

调研还发现，如能盘活全区闲置宅基
地，每1个村就可带动5亿元左右的乡村
旅游等新型服务业新增社会投资。届时，
城市市民下乡、农村能人返乡，农村凋敝
现象将逐步得到改善。

几经讨论斟酌，彭山区通过区国有平
台公司——正兴农业进行收储，再到农村

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对接乡村旅游项
目。这样既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又为乡
村带来了发展机遇。

通过招拍挂程序获得宅基地的企业，
将获得产权明晰的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
颁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使用年
限为40年。邓斌说，为了确保引入的三
产旅游项目不变味不走形，在办理产权时
均是按照整体项目申报，不能分割。此
外，还要定期从税务、流水等多个方面进
行追踪。

政策
“三权分置”改革
可破解“人财两空”难题

不仅是宅基地自愿退出，租赁、入股
联营等方式也应运而生，成为“唤醒”宅基
地的秘诀。

离双江村10多公里的公义镇马林
村，将搬迁房建在了四川首个农业嘉年华
主题园区——眉山农业嘉年华旁边。16
户搬迁户，将空置出的70平米房屋，租赁
给了正兴公司。通过统一装修，民居变旅
居，变身名为“田野里”的乡村酒店。

按照合同约定，正兴公司与农户达成
10年约定。前3年每年支付租金4000
元；第4年到第6年，年租金5000元；最
后4年，年租金6000元。“我们采取多种
方式，供老百姓自愿选择，最终让闲置资
产活起来。”

不光是资金的涌入，人才下乡也变成
现实。甘肃来的民宿管理经理人阿甘，成
为了彭山的创业明星，授课交流成了常
态。“以前彭山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如果要
东游到浙江一带，花费至少 6000元以
上。”张鸿涛说，正在规划的青竹沟民宿项
目，更是计划聘请著名建筑师刘家琨做全
面设计。“唤醒宅基地前，你根本不可能把
这种大师级的人物和彭山的小村子联系
到一起。”

张鸿涛说，对彭山闲置宅基地的初步
“唤醒”，虽然有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改革
的深入，还需要更全面的政策法规支撑。

“改革不能单兵深入，而要全面推进。不
然就像有个橡皮筋在身上一样，走得越
远，越容易被拉回来。”

2017年10月，彭山区已向农业部提
交包括“宅基地三权分置（所有权、资格
权、经营权）”的多项改革试点申请。张鸿
涛说，“很快，批复就能下来了。”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传
染性强。”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防治科韩德琳主任医师表示，接种流
感疫苗是重要的预防措施之一，建议市
民每年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可有效预
防流感的发生，“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尤
其是学龄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医
务人员等流感高危人群，以及6月龄以下
婴儿、孕妇和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成员和看
护人员。”

韩德琳提醒，近日成都市气温逐渐回
暖，但市民一定要根据气候变化，适当增

减衣物，注意保暖。特别是在打喷嚏或咳
嗽时应用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污染他
人或其他物品；平时做到勤洗手，接触呼
吸道分泌物（如打喷嚏）等后要及时、规范
洗手，避免脏手接触口、眼、鼻；居家或工
作等活动场所应注意通风换气，减少在人
群密集、空气流通不畅的场所逗留。

如发现有咳嗽、发热等表现，注意佩
戴口罩，以免传染其他人，同时尽快到正
规医疗机构就诊。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
病患者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后，易
引起重症，以上人群如罹患流感，尤其应
予以重视，及时就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逢春 实
习记者 钟晓璐）从3月1日开始，办
出入境证件缴费可以用微信支付宝
了！2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3月1日起，省
公安厅将在全省推出5项出入境便利
措施，涉及缩短部分办证时限、证件
办理扫码快捷支付、港澳台再签注在
线办理、出入境证件直寄个人等多
个方面，旨在让民众少跑腿。

这是继今年2月1日全省公安
出入境管理部门实施公安部六项出
入境便利措施后，推出的又一重大
便民举措。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
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四川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充分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继续深入推进“互联
网+公安出入境”建设，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优化服务流程、简化
服务环节、拓展服务渠道。

三权分置唤醒沉睡宅基地

彭山乡村老宅变身民宿
春节假期日进万元
彭山区已向农业部申请改革试点，全面盘活闲置农房

2 月 28 日，眉山市彭山区江
口镇双江村半山腰上，浅灰色外
墙、原木装饰、十米层高的川西风
格客栈，在村里格外显眼。站在
大院内，山下的岷江尽收眼底，江
口沉银遗址二期考古现场清晰可
见。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
破旧的老宅，被不少进城的村民
闲置。

这里是当地率先尝试宅基地
三权分置的村子。两年前，7户当
地村民自愿有偿退出3.7亩的宅基
地，被企业主姜凌云“收入囊中”，
建成了名为盘桓小筑的旅游客
栈。春节期间，人来人往，一天有
上万元的收入。

就在 28 日这天，据央视网消
息，全国首例宅基地“三权分置”登
记证在安徽颁发。

千里之外的彭山，宅基地也在
不断唤醒。2016年起，彭山通过有
偿自愿退出、租赁、入股联营等形
式，盘活闲置农房。去年10月，彭
山区已向农业部提交包括“宅基地
三权分置（所有权、资格权、经营
权）”的多项改革试点申请，彭山区
农牧局局长张鸿涛对此表示，“很
快，批复就能下来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方野李庆摄影报道

成都市疾控：病毒已转变
流感活动水平较前期下降

3月1日起四川推5项出入境便利措施

办出入境证件
缴费能用微信支付宝了

开通出入境证件个人直寄服务。
措施解读：在窗口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后24小时内，申请人可通

过扫描回执单左上角二维码，进入个人直寄登记平台，填报个人信息并
缴纳寄递费用。出入境证件制作完毕后，将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寄递到
申请人手中。

五项出入境便利措施解读

3月
新一轮流感
来袭

近日，“3 月新一轮流感即将
卷土重来”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
很多人担心被来势汹汹的流感再
次“击中”。

对此，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回应称，近期成都市流感流行毒
株同样由 B 型流感为主转为以甲
型H1N1流感病毒为主，但流感活
动水平较前期下降，流感样病例就
诊比例、流感样病例标本检测阳性
率、聚集性疫情等均下降。但因3
月仍处于流感流行季节，且随着民
工返城务工和学生开学，可能在学
校、幼儿园、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集
体单位会出现流感样病例聚集性
疫情。

？
流感病毒“转型”市疾控已做好防控部署

据了解，江苏、上海两地流感病毒近
日已向甲型H1N1进行转变，当地疾控部
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那么，成都的情况
怎样呢？2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
到，近期成都市流感流行毒株同样由B型
流感为主转为以甲型H1N1流感病毒为
主，与全国情况一致。

据介绍，近年来在全国和成都市流行
的流感病毒主要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
甲型H3N2流感病毒和B型流感病毒，其

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近年来流行的常
见流感病毒之一。针对此次流感的转变，
特别是3月民工返城和学生开学聚集性情
况，目前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采取了
相应的预防措施，加强了发热症状监测、流感
哨点监测、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监测、不
明原因肺炎监测等各项监测工作，及时关注
流感疫情态势，发现异常及时预警。同时，要
求各区（市）县加强流感防控工作，做好学校、
幼儿园、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集体单位流感样
病例疫情监测、报告、处置工作。

疫苗接种 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

1 缩短部分办证时限。申请办理赴港澳台再次旅游签注，办结时限
由7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持R字签证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办
理工作类居留许可，办结时限由1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措施解读：经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办理居留
许可的，公安机关继续提供便利，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办证速
度，将办结时限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2 为60周岁（含）以上的申请人赴港澳地区探亲签发1年多次有效签
注。

措施解读：为进一步便利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探亲，切实解决老年
人赴港澳地区探亲存在的实际困难，对于60周岁（含）以上人员申请赴
港澳地区探望子女（包括子女的配偶）、配偶或者父母（包括配偶的父
母）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可签发1年多次有效探亲签注，每次在香
港或者澳门逗留不超过90天。

3 出入境证件缴费增加微信、支付宝支付等方式。
措施解读：当前，扫码支付日益普及。四川公安出入境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开通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和银联二维码支付，全力满足
办证群众多样化缴费需求。

4 提供“港澳台再次签注在线办理”双向速递服务。
措施解读：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再次签注，申请人通过关注“四川

公安”、“四川公安出入境”微信公众号，申请在线办理，就可以足不出户
完成港澳台旅游再次签注业务办理。

5

2017年12月，不少游人到盘桓小筑游览。

彭山乡村老宅变身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