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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強調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建設 補齊農村基礎設施短板

確保糧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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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看點

■ 習近平昨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
審議。
審議
。在「三八
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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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族各界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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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節日祝賀和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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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人 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上午 9 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

主席習近平昨日上午在河南代表團參加審議。
「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到來之際，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參加全國兩
會的女代表、女委員、女工作人員，向全
國各族各界婦女，致以節日的祝賀和美好
的祝福。
習近平肯定河南近些年工作，希望河南
的同志們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
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
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保持經濟持
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為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收官打下決定性基礎。

在

穩步提升糧食產能
習近平指出，河南是農業大省，也是人
口大省。做好「三農」工作，對河南具有重
要意義。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的重大決策部署，鄉村振興是包括產業振
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
振興的全面振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
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總方針是堅持農業農
村優先發展，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
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
保障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
策體系。
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確保重要農
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的首要任務。河南作為農業大省，農業特別
是糧食生產對全國影響舉足輕重。要發揮好
糧食生產這個優勢，立足打造全國重要的糧
食生產核心區，推動藏糧於地、藏糧於技，
穩步提升糧食產能，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方
面有新擔當新作為。
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要強化地方
政府主體責任，完善土地執法監管體制機
制，堅決遏制土地違法行為，牢牢守住耕地
保護紅線。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發揮自身優勢，抓住糧食這個核心競爭力，
延伸糧食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打造供應
鏈，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實現
糧食安全和現代高效農業相統一。

嚴打食品安全犯罪
要樹牢綠色發展理念。推動生產、生
活、生態協調發展，扎實推進農村人居環境
三年整治行動，加強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和農

村污染防治，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
理，完善農產品產地環境監測網絡，加大農
業面源污染治理力度，開展農業節肥節藥行
動，完善農產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
識制度，嚴厲打擊食品安全犯罪，保證讓老
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農產品。
要補齊農村基礎設施這個短板。按照先
規劃後建設的原則，通盤考慮土地利用、產
業發展、居民點佈局、人居環境整治、生態
保護和歷史文化傳承，編制多規合一的實用
性村莊規劃，加大投入力度，創新投入方
式，引導和鼓勵各類社會資本投入農村基礎
設施建設，逐步建立全域覆蓋、普惠共享、
城鄉一體的基礎設施服務網絡，重點抓好農
村交通運輸、農田水利、農村飲水、鄉村物
流、寬帶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

完善最低保障制度
要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採取切實有
效措施，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
選好配強農村黨組織書記，整頓軟弱渙散
村黨組織，深化村民自治實踐，加強村級
權力有效監督。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
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制度，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農村留守兒
童、婦女、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推進移
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
民風，健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深入
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

壯大新型集體經濟
要用好深化改革這個法寶。推動人才、
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和平等
交換，激活鄉村振興內生活力，鞏固和完善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農村承包地「三權
分置」辦法，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
營，突出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兩類農
業經營主體發展，支持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
展有機銜接，建立健全集體資產各項管理制
度，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發展壯大新型
集體經濟，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
習近平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是今明
兩年必須完成的硬任務。要再接再厲，咬定
目標，精準施策，精準發力，按時按質完成
脫貧攻堅任務。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
好「三農」工作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統
籌謀劃和推進。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下午 3 時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全
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政 協
■ 習近平昨
日參加河南代
表團審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
表重要講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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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時 小組會議討論外商投
資法草案
下午 3 時 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
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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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心繫鄉村振興

2018年9月21日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
強調：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
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
目標，堅持農業農村
優先發展是總方針，
產業興旺、生態宜
居、鄉風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是總
要求，建立健全城鄉
融合發展體制機制
和政策體系是制度
保障。

2018年3月8日
在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強調：
讓願意留在鄉村、建設家鄉的人留得安心。
農民富不富決定全面小康社會的成色。
2018年1月30日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
強調：
鄉村振興是一盤大棋，要把這盤大棋走好。
2017年12月
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
要舉全黨全國全社會之力，推動農業全面升
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譜寫新
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來源：人民網

上午 8 時 45 分 全國人大農業與
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等就
「人大立法工作」相關問題回答
中外記者提問
上午 10 時 30 分 商務部部長鍾
山、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
表王受文、副部長錢克明就「促
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推動全方
位對外開放」相關問題回答中外
記者提問
下午 3 時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
亞慶，副主任翁傑明，秘書長、
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就「國有企業
改革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
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為民謀幸福 一步一腳印 一棒接一棒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新聞聯播報道，習近平昨日
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會上，王新偉、王杜娟、湯玉祥、
宋虎振、李連成、高建軍、李紅霞、黃久生等 8 位代表先
後圍繞開放發展、打造高端裝備製造中國名片、推動先進
裝備製造業走出去、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民的八個夢
想、弘揚焦裕祿精神、培育創新要素、回報鄉親和黨恩等
問題發表意見。

針對李連成代表的發言，習近平表示：「我經常到一些貧困
地區去，到農村去，我總有一句話，我說你們還需要些什麼？
你今天講的這些，恰恰是我們廣大農民同志對幸福生活追求的
要求。一些我們已經在做了，做成了，一些還在做的過程中，
一些是下一步準備要做的。我們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圍繞着
人民群眾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來實踐，我們這個實踐過程是
一步一個腳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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