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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抓重點補短板 做好「三農」工作「硬」任務

保障糧食安全 決勝脫貧攻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1 世紀以來第十六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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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文件昨日發佈。該份 2019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開宗明義指出，對標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三農」工作必須完成的「硬」任務，適應國內外複雜形勢變化對農
村改革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抓重點、補短板、強基礎，確保順利完成到 2020 年
承諾的農村改革發展目標任務。

該份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堅持農
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
意見》，全文 11,000 多字、共分 8 個部分，包
括聚力精準施策，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夯實農
業基礎，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扎實推進
鄉村建設，加快補齊農村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
短板；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
道；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激發鄉村發展活力；
完善鄉村治理機制，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發揮農村黨支部戰鬥堡壘作用，全面加強農村
基層組織建設；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領
導，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
文件指出，今明兩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
決勝期，「三農」領域有不少必須完成的
「硬」任務，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
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不動搖，進一步統一思
想、堅定信心、落實工作，鞏固發展農業農村
好形勢，發揮「三農」壓艙石作用，為有效應
對各種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為確保經濟持續健
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
奮鬥目標奠定基礎。

聚焦深度貧困區盡銳出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說，
之所以說是「硬」任務，體現在三個方面：一
是不可或缺性，脫貧攻堅、改善農村人居環
境、保障糧食安全等都是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
重要方面。二是緊迫性，從現在起到 2020 年
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只剩下兩年時間；三是艱
巨性，這些問題解決起來需要付出真金白銀，需
要真刀真槍地幹。
中央農辦秘書局副局長江文勝說，打贏脫貧
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中之重、急中
之急的任務，深度貧困是最難啃的骨頭，要聚
焦深度貧困地區盡銳出戰，集中優勢兵力，推
動脫貧攻堅資金、重大工程項目、扶貧政策舉措

進一步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堅決把這個堅中之
堅攻下來。

部署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文件對推進新一輪農村改革作出要求，專門
用了一個章節部署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相關政
策措施，包括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
權制度改革、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等。
專家表示，改革開放從農村起步，農村改革
始終是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處理好農
民和土地的關係是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的主
線。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有底線思維，始終堅
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搞私有化，堅持農地農
用、防止非農化，堅持保障農民土地權益、不得
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為農民進城落戶條件。
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是深化農村改革的迫
切任務和重要內容。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
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當前需要對農業支持保
護制度進行探索和完善。同時，加快補齊農村
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短板，不僅要解決投資主
體的問題也要重視維護工作，只有建立建設、
運營、維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機制，才能讓其
真正運轉並發揮出應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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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經管學院特聘教授程國強表示，落
實一號文件精神，各地不能有「等靠要」思
想，應大膽探索，通過創新制度供給，引導優
質要素向鄉村合理流動和有序匯聚，解決制約
農村發展的人、地、錢的問題。要注重改革
「三農」工作管理體制，探索新型城鄉管理、
公共服務新體系，轉變職能，理順關係，提高
效率。他還強調，建立地方黨政「一把手」掛
帥的、統籌城鄉的綜合配套改革領導機制，能
夠切實增強工作執行力。

■實現農村人居環境
階段性明顯改善。
■基本完成農村宅基
地使用權確權登記

穩定糧食產量 嚴守耕地紅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一號
文件提出，穩定糧食產量，確保糧食播種面
積穩定在 16.5 億畝；嚴守 18 億畝耕地紅
線，全面落實永久基本農田特殊保護制度，
確保永久基本農田保持在15.46億畝以上。
專家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
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經濟面
臨下行壓力，風險和困難明顯增多。如果農
業出現大的滑坡，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出
了問題，不僅會帶來物價上漲，使經濟發展
陷入增長下行和物價上行「雙碰頭」的被動
局面，而且會影響社會穩定。必須始終繃緊
端牢「飯碗」的弦，把加強農業特別是抓好
糧食生產的政策舉措落到實處。

深化農業供給側改革

頒證工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對此，文件提出圍繞「鞏固、增強、提
升、暢通」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本周在華盛頓繼續進
行。據白宮方面表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
新一輪貿易談判周二在華盛頓開始，本周
晚些時候雙方還將進行更高級別的談判。
中國商務部昨日發消息稱，應美方邀請，
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
頭人劉鶴將訪問華盛頓，於 2 月 21 日至 22
日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 、 財 政 部 長 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舉行第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
商。據悉，此論談判將繼續聚焦結構性改
革和貿易平衡等問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強調，中方
希望中美雙方能夠共同努力來落實中美兩
國元首在阿根廷會晤時達成的重要共識，
抓緊工作，相向而行，努力達成一個雙方
都能接受、互利共贏的協議。

聚焦中國結構性改革
據路透社報道稱，白宮在宣佈中美雙方
繼續談判的日期後透露，此輪高級別貿易
談判將由萊特希澤領銜，姆努欽、商務部
長羅斯（Wilbur Ross）、白宮國家經濟委
員會主任庫德洛（Larry Kudlow）、國家
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
也將參加談判。談判內容將聚焦在「影響
貿易的中國結構性改革」及中國承諾向
「美國購買的可觀數量貨品和服務」。
從美方人員名單看，參與此輪談判的主
要官員與上周訪京人員一致，預計雙方將

央視
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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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推進上輪磋商中一些懸而未決的事
宜。此前，中美雙方均表示，本月 15 日在
北京落幕的中美經貿談判取得了「重要階
段性進展」。
特朗普上周更是在公開演講時表示，
「我們取得了很大進展。這些進展超出所
有人的預料。」外界普遍預計，特朗普很
可能會推遲3月1日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

劉鶴頭銜加
「習主席特使」
身份
值得關注的是，在此次中國商務部發佈
的消息中，劉鶴的頭銜有了新的變化，較
上一輪談判多了一個「習近平主席特使」
的身份。該頭銜上次出現，還是在去年 5
月中旬那次赴美磋商中，當時中美曾達成
一份共識。雙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
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中方將大
量增加自美購買商品和服務；雙方還同意
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等。
此間分析認為，「特使」身份意味着肩
負特殊的使命，往往也有着特殊的授權，
顯示中美經貿磋商進入最關鍵的階段。

中方盼西方勿片面解讀《國家情報法》

第七輪中美貿談周四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針對西方國家一些人對
中國《國家情報法》的擔憂
情緒，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希望他們全面看待、準
確理解這部法律，而不是片
面解讀、斷章取義。
有記者提問，近來一些媒
體不斷援引西方國家安全機
構的表態來報道華為公司，
一方面指出，美國及其盟友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拿出華為
配合中國政府開展網絡「竊
密」的真憑實據，另一方面
認為，出於對中國《國家情
報法》第七條有關規定的擔
憂，西方國家應該對華為技
術和設備採取限制措施，以
防患於未然。你對此有何評
論？
耿爽對此表示，首先對有
關媒體在報道中承認美國等
國家始終沒能拿出華為等中
國企業進行網絡竊密的證據
表示肯定，這是一種客觀的
態度。

中國法律明確保障人權

他強調，中國《國家情報
法》第七條確實規定：「任

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
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
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
工作秘密」。但接下來的第
八條也明確規定：「國家情
報工作應當依法進行，尊重
和保障人權，維護個人和組
織的合法權益」。
「我不知道指責這部法律
的人，拿這部法律第七條說
事兒的人，到底有沒有真正
仔細閱讀過這部法律的條
文？我希望他們全面看待、
準確理解這部法律，而不是
片面解讀、斷章取義。」耿
爽說。
他表示，中國其他法律對
於保障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
益，包括數據安全和隱私權
利等，也作了許多規定。這
些規定都適用於國家情報工
作。希望有關方面不要對這
些規定選擇性失明或失聰，
能夠摘下有色眼鏡，停止有
罪推論，客觀公正地看待中
國企業正常的商業活動。希
望有關國家政府真正恪守公
平競爭的市場原則，為中國
企業在當地的合法正當經營
提供一個公平、公正、非歧
視的環境。

推動深度融合 加快建設新型主流媒體

香港文匯報訊 2016 年 2 月 19 日，習
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
座談會，明確提出了新的時代條件下黨
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深刻闡
述了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意義和根
本遵循。今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
十二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
學習時強調，要運用信息革命成果，推
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做大做強主流

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
同思想基礎。
央視發表快評指出，三年來，在習近
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引下，新
聞輿論戰線積極推進媒體深度融合從
「相加」到「相融」。「移動優先」成
為共識，「用戶意識」深入人心，直面
熱點引導輿論，「爆款產品」頻頻刷
屏……主流媒體傳播力、引導力、影響
力、公信力不斷提升，主流思想輿論不

斷鞏固壯大。
快評又指出，當前，我們已經進入了
全媒體時代。主流媒體擔當好輿論「定
音錘」、社會黏合劑、價值風向標的責
任，比任何時候都更顯突出。
快評進一步指出，引領媒體融合發展
走上快車道，要盡快建成新型主流媒
體，將新媒體新平台建設好、運用好。
既要增強技術敏感，探索智能化技術創
新，不斷為主流媒體進行技術賦能；又

要做好內容的供給側改革，緊緊依靠主
流價值去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築
同心，唱響時代強音。既要克服「成長
煩惱」、「本領恐慌」，向「全媒人」轉
型；又要強化陣地意識，增強主動性、
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既要統籌處
理好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等的關係，形
成全媒體傳播體系；又要依法加強新興
媒體管理，使我們的網絡空間更加清
朗，讓正能量更強勁、主旋律更高昂。

部署了穩定糧食產量、鞏固和提高糧食生產
能力、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加快突破農業關
鍵核心技術、實施重要農產品保障戰略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朱信凱說，應對農
產品的國際貿易壓力，必須提高農產品的產
量和品質、降低成本，從而提升國際競爭
力。同時，牢牢把握農產品進口的主動權，
拓展進口渠道，更好地統籌用好國際國內兩
個市場、兩種資源，科學確定國內重要農產
品保障水平，提高國內安全保障能力。
農業農村部科教司司長廖西元說，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根
本要靠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立足未來，
要加快攻克基因編輯技術、合成生物學技
術、幹細胞技術、智能化技術等顛覆性技
術，推動農業多領域實現「彎道超車」、
跨越式發展。

更多救命好藥
將納入醫保
■ 18 個抗癌新藥去
年獲批。
年獲批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
家醫療保障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熊先軍昨日
在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
示，2019 年，中國將開展新一輪醫保藥品目錄
調整工作，將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藥納入醫保，
通過准入談判、以量換價，降低抗癌藥價格。
熊先軍表示，將以切實保障參保人員基本醫
療權益為目標，以提升醫保基金使用效率為核
心，做好臨床需求和醫保基金承受能力之間的
平衡，將更多符合條件的救命救急的好藥按照
規定的程序納入醫保藥品目錄，不斷提升基本
醫療保障的水平。
經組織專家按程序與部分抗癌藥企業談判，
中國於 2018 年 10 月將 17 種抗癌藥納入《國家
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
（2017 年版）》乙類範圍，醫保支付標準較
零售價平均降幅達56.7%。

拒費用總控為由阻供癌藥
為破除談判抗癌藥「進院難」、「開藥難」
等障礙，國家醫保局會同人社部、衛生健康委
發文要求各地不得以費用總控、「藥佔比」等
為由影響談判抗癌藥供應和使用；2018 年合
理使用談判抗癌藥的費用不納入當年的醫保總
控範圍，按規定單獨核算保障；在制定 2019
年醫保總額控制指標時，統籌考慮談判抗癌藥
合理使用的因素。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李斌透露，在癌
症早期篩查和早診早治方面，內地建有腫瘤登
記處 574 個，覆蓋 4.38 億人口。目前項目地區
癌症早診率超過80%，治療率達到90%，篩查
人群的癌症死亡率降低46%，早期病例診療費
用較中晚期節省近70%。
電影《我不是藥神》去年上映，引發各界對
天價抗癌藥的關注。2018 年批准的抗癌新藥
18 個，比 2017 年增長 157%，批准的抗癌新藥
是佔全年批准新藥總數的 37.5%。中國抗癌新
藥的審批速度已縮短一半，平均 12 個月左
右，與發達國家的審批速度日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