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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農村部部長解讀中央一號文件部署「三農」工作

保糧食1.3萬億斤 防規模性返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中央一號文件 21 日發布，
內容圍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並對「三農」工
作作出全面部署，是 21 世紀以來第 18 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
號文件。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 22 日在國新辦發布會
介紹，文件既立足當前，也兼顧長遠，是管今年的「任務書」，也是
管 5 年的「施工圖」。農業農村部對今年和「十四五」工作的目標提
了「兩個確保」，一是確保糧食穩定在 1.3 萬億斤以上，二是確保不
出現規模性返貧。

在農業現代化方面，一號文件突出部
署解決種子和耕地兩個要害問題。

唐仁健稱，我國糧食產量連續6 年保持在
1.3 萬億斤以上，糧食年年豐收，全社會
庫存非常充裕，中國的糧食安全完全有
保障。下一步，將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
護制度，牢牢守住 18 億畝耕地紅線，建
設高標準農田，並打好種業翻身仗，用
現代的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來強化糧食
安全的支撐。

鞏固脫貧成果 銜接鄉村振興
目前，832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農民收
入增速已連續 11 年超城鎮居民，城鄉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由 上 年 的 2.64： 1 縮 小 到
2.56：1，農民人均收入提前一年實現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標。但鞏固脫貧成果、
防止返貧的任務依然繁重。唐仁健稱，
今年和「十四五」期間，農業農村部將
把鞏固拓展成果，實現同鄉村振興的有
效銜接擺在首要的位置，對脫貧群眾做

好防止返貧的動態監測和幫扶，做好 960
萬易地搬遷人口後續扶持工作，並加強
對農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態化幫扶。他透
露，農業農村部將把脫貧地區作為鄉村
振興幫扶重點，繼續在西部地區確定一
批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從財政、
金融、土地、人才、基礎設施、公共服
務等方面予以支持。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鄉村建設
行動，今年一號文件也對此作出全面
部署。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兼中央農
辦秘書局局長吳宏耀表示，鄉村建設
行動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公
共服務兩方面。鄉村建設規劃需注重
實用性，保持鄉村獨特的風貌。嚴格
規範村莊的撤併，不得違背農民意願。
在農村人居環境方面 ， 農 業 農 村 部 將
啟動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動，有序推進、分類推進、因地制
宜推進農村改廁，重點抓好農村污水
處理，切實增強農村宜居性和群眾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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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

打通從鄉到村物流最後一公里
在村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將着力推
進往村覆蓋、往戶延伸，同時，打通倉
儲、冷鏈、物流配送從鄉到村的最後一
公里，並健全長效管護運營機制，讓老
百姓真正用得上、長期受益。
此外，還將聚焦教育、醫療、養老、
社會保障等農民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
持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兩個決不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決
不能出問題、糧食安全決不能出問題。
兩個開好局起好步：農業現代化、農村
現代化開好局起好步。
農業現代化方面，突出部署解決種子和
耕地兩個要害問題，強化現代農業科技
和物質裝備支撐。農村現代化方面，以

理驗收，申請整改銷號。
2018 年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回頭看」進駐期間及
2018 年長江警示片均指出，上饒市風順生活垃圾填
埋場滲濾液處理設施長期不正常運行、出水嚴重超
標。作為長江警示片披露問題整改牽頭單位，上饒
市發改委以「專業水平不」為藉口，整改督導走
過場。
2018 年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回頭看」進駐期間，
交辦民眾舉報漢川市黃龍湖被大面積違規填佔導致
生態破壞問題。孝感市根據漢川市調查結果，公開
認定舉報問題不屬實。但調查發現，漢川市辦理民
眾舉報不嚴不實。
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及「回頭看」進駐期間，
督察組先後 11 次交辦民眾舉報衡東縣金龍礦業有
限公司相關生態環境問題。但調查發現，衡陽市
委、市政府重視不，推動不力，整改工作不到
位。

2017 年 4 月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反饋了重慶市南
川區先鋒氧化鋁公司尾礦庫滲濾液長期污染周邊環
境問題。根據方案，應於 2017 年底前完成整改。但
調查發現，問題依然突出。
2019 年長江警示片披露，射洪市大量生活污水經
縣城污水處理廠溢流口直排涪江。射洪市委、市政
府先後多次接到報告，均未引起重視，工作流於形
式。

深刻認識長江經濟帶地位和作用
約談要求，深刻認識長江經濟帶在經濟社會發展
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突出精準治污、科學治污、
依法治污，始終把保護和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
倒性位置。
約談會上，池州等六市（區）長表示誠懇接受約
談，正視問題，堅決做好長江大保護工作。

粵
「專機專列專車」
接逾 2.2 萬外來工返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春節後，
珠三角企業搶工搶先機。為搶攬熟工與做好疫情防
控，廣東從年初三起便展開專機、專列、專車「點
對點」接外來工返崗。據不完全統計，珠三角至今
已開展從雲貴川桂湘等省區返崗專車服務571班次、
專機 8 架次，為珠三角各市近 180 家重點企業有組織
運送返崗超過 2.2 萬人。僅中山市預計今年將「點對
點」接返超過1萬名企業新老員工。
繼中山市首批乘免費專機返崗人員抵達後，雲南
首趟返崗專列抵穗，來自湖南返崗務工專列亦開往
深圳。「目前，湖南地區已確定開行務工專列7 趟，
在漣源至深圳西的務工專列開出後，後續還將開行
新化、桑植、漣源務工專列往深圳等地。」廣鐵客
運部相關負責人說，火車站配合體溫檢測和「健康
碼」掃碼登記信息，開闢務工專列旅客專用候車區
和綠色通道。
為應對珠三角節後用工持續增加需求，廣東省政
府部門依託東西部協作機制，加強與雲南、貴州、
廣西、四川等協作省區的溝通對接，建立企業需返

崗人員清單和務工人員出行清單。據透露，從年初
三起便組織專車專機從輸出地接務工人員返崗。據
不完全統計，全省已開展返崗專車服務571班次、專
機 8 架次，為東莞、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各市近 180
家重點企業有組織運送返崗超過2.2萬人。

渤海再發現億噸級油氣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22 日從中國海
油獲悉，我國渤海再獲大型油氣發現——渤中 13-2
油氣田，探明地質儲量億噸級油氣當量，進一步夯
實了我國海上油氣資源儲量基礎，對海上油氣田穩
產上產、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渤中 13-2 油氣田位於渤海中部海域。近年來，我

國渤海獲得了大型凝析氣田渤中 19-6、億噸級油田
墾利6-1等一系列重大油氣發現。
中國海油有關負責人表示，由於渤中 13-2 發現的
主體區屬於太古界潛山構造，勘探難度大。圍繞太
古界潛山有沒有優質儲層和能不能形成油氣藏兩大
難題，中國海油勘探人員通過地質認識創新，提出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中共中央國
務院關於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
村現代化的意見》公布。《意見》明確
指出，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
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
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
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
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
的生活。央視發表快評指出，這份 21
世紀以來第 18 個指導「三農」工作的
中央一號文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作出的重大戰略決
策。一號文件再次重申了「三農」問題
重中之重的工作地位，明確提出了全面
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
總體要求，並以一系列重要部署為此擘
畫了發展藍圖、規劃了實踐路徑，必將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越
走越寬廣，開闢農業現代化發展新境
界。
快評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始終對「三農」工作高度重視，馳
而不息推進重農強農的戰略決策，「十
三五」時期實現糧食年產量連續保持在
1.3 萬億斤以上，農民人均收入較 2010
年翻一番多，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
目標任務，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
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即將實現，
不斷增強了廣大農民獲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贏得了億萬農民衷心擁護，推
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

保持過渡期內幫扶政策穩定

港商看好今年整體訂單行情
「現時全鎮有540多家港資企業，去年疫情以來通
過『助企撐企 15 條』等一系列政策，力爭降低疫情
對港企的影響，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東莞長安鎮
經濟發展局有關負責人稱，不少港企反映提升了生
產研發水平，春節後訂單趨穩向好。據悉，作為中
國製造的重要「風向標」，東莞去年工業投資在疫
情下仍同比增長 11%，預計東莞今年 GDP 將增長
6%，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保持良好增
長態勢。
港商、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榮譽顧問黃日榮
指出，疫情以來，當地政府出台降低企業參保、租
金及稅收負擔等措施，融資貸款方面也較以往有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生態環境部 22
日就長江經濟帶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整改不力約談安
徽省池州、江西省上饒、湖北省孝感、湖南省衡
陽、重慶市南川和四川省遂寧等六市（區）政府，
要求全力做好問題整改，強化責任落實，切實做好
長江大保護工作。
約談指出，2020 年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警示片披
露，上述六市（區）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整改不力，
普遍存在思想認識不到位、整改任務推進滯後、環
境監管不嚴不實等問題。
2017 年 7 月第一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反饋安徽省
礦產資源無序開採問題後，池州市東至縣發文要求
關閉舜盛新材料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位於大歷山省級
風景名勝區內的石灰岩礦，啟動礦山地質環境恢復
治理工程，2018 年底前完成。但調查發現，違法開
採破壞生態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池州市、東至
縣兩級國土資源部門明知存在相關問題，仍通過治

一個全面加強：加強黨對「三農」工
作的全面領導。

快評
央視

治理長江流域污染不力 生態環境部約談六市（區）政府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為抓手，部署一批農
村人居環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農
村消費、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等方面的
重點工程和行動。

●春節後廣東陸續迎來返崗潮。圖為旅客在火車站等
候出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寬鬆，有助於企業資金周轉和擴大生產。也有港企
同行加速轉型內銷，做得比較好。而行內不少港商
的訂單同比去年有好轉，部分港企在春節後也提前
開工。隨着海外開展疫苗接種，疫情有好轉的趨
勢，對今年的整體訂單行情前景偏看好。

新的成藏模式認識，成功發現了大型輕質、優質油
藏——渤中13-2油氣田。
為實現儲量高效轉化，中國海油創新應用勘探開
發一體化管理模式，利用現有油田設施快速推動井
區建產，探井直接轉為生產井進行試採，降低了鑽
井費用，又增加了油氣產量。
據介紹，「十四五」期間，渤中 13-2 油氣田將持
續推進總體開發方案部署及實施，成為渤海油田上
產4,000萬噸的重要力量。

快評續指，當前，「三農」工作重心
發生了歷史性轉移。我們要持續鞏固拓
展脫貧攻堅成果，保持過渡期內幫扶政
策總體穩定，守住底線，動態監測，防
止返貧，在此基礎上不斷推動特色產業
發展，增強脫貧地區內生動力，接續推
進脫貧地區鄉村振興；要加快推進農業
現代化，堅持綠色發展，守住耕地紅
線，保障糧食安全，全力提升農業科技
水平，不斷加快構建現代農村產業體系
和農業經營體系；要大力實施鄉村建設
行動，既加強公共基礎設施等硬件建
設，又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等軟件水平，
以全面深化改革激發潛力、釋放活力，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快評最後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
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
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我們要深刻
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三農」工作的
重要思想，開拓進取，真抓實幹，全面
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努力開創「三農」工作新局面，為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
步提供有力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