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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保耕地總量 統籌生態建設

遏耕地「非農化」 嚴控「非糧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30 日召開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聽取第三次
全國國土調查主要情況匯報，審議《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
會議強調，要堅持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優化調整農村用地布局，
確定各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任務，規範耕地佔補平
衡，確保可以長期穩定利用的耕地總量不再減少。會議強調，做好
新時代組織工作，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堅持組織路線為政治路線服務，把黨的領導貫徹到組織工作
各方面全過程。

2017 年 10 月啟
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
動，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為標準時

點，目標是全面查清我國陸地國土利用
現狀，為各級國土空間規劃編制提供翔
實的數據支撐。

合理確定建設用地
會議指出，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是近
年來開展的一次重大國情國力調查，也
是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後統一開展的自然
資源基礎調查，對調查中反映出的問
題，要高度重視、深入分析，採取有針
對性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會議強調，要堅持最嚴格耕地保護制
度，優化調整農村用地布局，確定各地耕
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任務，規範
耕地佔補平衡，確保可以長期穩定利用的
耕地總量不再減少。要壓實地方各級黨委
和政府責任，實行黨政同責，從嚴查處各
類違法違規佔用耕地或改變耕地用途行
為，遏制耕地「非農化」、嚴格管控「非
糧化」，對在耕地保護方面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失職瀆職的，要嚴肅追究責任。
要堅持系統觀念，加強頂層規劃，因地制
宜，統籌生態建設。要堅持節約集約，合
理確定新增建設用地規模，提高土地開發
利用效率。要繼續推動城鄉存量建設用地
開發利用，完善政府引導市場參與的城鎮
低效用地再開發政策體系。要強化土地使
用標準和節約集約用地評價，大力推廣節
地模式。要加強調查成果共享應用，在此
基礎上做好國土空間規劃，調整並進一步
明確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
利用上線。要深入開展資源國情宣傳教

育，推動全社會牢固樹立資源節約利用意
識。

貫徹黨管幹部原則
會議指出，組織嚴密是黨的光榮傳統
和獨特優勢，制定出台《中國共產黨組
織工作條例》，對於堅持和加強黨對組
織工作的全面領導、深入貫徹新時代黨
的組織路線、推進組織工作制度化規範
化科學化、全面提高組織工作質量，具
有重要意義。
會議強調，做好新時代組織工作，要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堅持組織路線為政治路線
服務，把黨的領導貫徹到組織工作各方
面全過程。要加強黨的組織體系建設，
健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完
善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不
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
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要貫徹黨管
幹部原則，堅持好幹部標準，堅持德才
兼備、以德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
賢，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着力建設
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隊
伍。要貫徹黨管人才原則，構建科學規
範、開放包容、運行高效的人才發展治
理體系，努力建設一支矢志愛國奮鬥、
勇於創新創造的優秀人才隊伍。各級黨
委（黨組）要主動承擔起抓好組織工作
的領導責任，加強系統謀劃、統籌協
調、把關定向，不斷提高強組織、抓班
子、帶隊伍、育人才的能力，為組織工
作創造良好條件、營造良好環境。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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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以學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 4 月 30 日召開會議。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分析研究當前
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其中強調防止以學
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
會議認為，今年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
門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有力實施宏觀政策，推動中國經濟恢
復取得明顯成效，經濟運行開局良好，高
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
會議指出，要辯證看待一季度經濟數
據，當前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
要用好穩增長壓力較小的窗口期，推動經
濟穩中向好，凝神聚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打通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
堵點，為「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提
供持續動力。
會議要求，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全面貫徹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新華視
點報道，4 月 30 日，中國棉花協會發布
《「中國棉花」生產管理規範》（以下
簡稱《規範》），並與六家業內大型骨
幹企業簽訂「中國棉花」可持續發展項
目生產端合作協議。至此，「中國棉
花」可持續發展項目（簡稱 CCSD）正
式啟動，推動中國棉花行業高質量發
展。

推動棉花生產節能減排
中國棉花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王
建紅表示，希望通過《規範》的發布及
項目合作，推動棉花生產節能減排，尊
重棉花生產過程中每一位勞動者的付
出，鼓勵生產者選擇優良品種提高棉花
質量。

中國棉花協會此次與中棉集團新疆棉
花有限公司、新疆國欣種業有限公司、湖
北銀豐棉花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水控國棉
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國泰棉業有限公司、
新疆利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企
業簽訂項目生產端合作協議，按照《規
範》要求進行棉花種植、管理。這六家公
司均為業內大型骨幹企業，棉花年經營量
共計160多萬噸，業務涵蓋棉花生產、加
工、銷售等環節。

發布
「生產管理規範」
王建紅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
消費、紡織品出口國，第二大棉花生產
國。未來希望能夠更多、更好地參與高質
量、可持續棉製品生產與銷售，並以此帶
動棉花生產、流通、消費模式變革。

中國棉花協會發布了《「中國棉花」
生產管理規範》，推動行業自主標準體
系建設。《規範》從生產標準出發，通
過建立規範化、標準化、負責任、可持
續的棉花生產、管理模式，幫助種植者
不斷改進生產方式，在保障優質棉花供
應的同時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保護和持續利用自然資源，保障勞動者
權益與福祉。
中國棉花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
棉花、紡織行業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
段，但由於生產端缺乏有影響力的自主
品牌和規範，在國際紡織服裝產業鏈競
爭中容易受制於人。希望通過對生產端
的規範管理，攜手優秀涉棉品牌企業共
同打造「中國棉花」品質國貨，讓更多
人了解中國棉花。

新疆官員回應反華勢力對疆產品制裁：廢紙一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一些國家相繼聲稱要抵制中國新疆產
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
言人徐貴相 4 月 30 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涉疆問題新聞發布會上直言，制裁完
全是廢紙一張，並從「短期」「長遠」
兩個視角作答。
近年來，美西方通過實施暫扣令、將
新疆有關機構和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
體清單」等手段，打壓新疆的紡織服
裝、番茄和高科技產業，使部分企業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影響究竟有多大？徐貴相首先指出，
美西方反華勢力的制裁完全是廢紙一
張。
他解釋說，從短期看，制裁肯定會對
新疆一些企業帶來一定影響，企業部分

產品出口受阻、利益受損。但從長遠
看，新疆企業將繼續加大科技投入力
度，提高產品質量，進一步提升市場競
爭力，更好地開拓國際市場。
「靠制裁、打壓，根本阻礙不了企
業或產業的發展壯大。」徐貴相進一
步指出，美西方的無理制裁，讓中國
民眾看清了他們「假人權、真霸權」
的面目，必將激發人們支持新疆受制
裁產業和企業的熱情和動力，推動這
些產業和企業渡過眼前困難，走向成
熟強大。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堅決維護受
制裁企業合法權益。」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段萬鈞在會上
說，正在利用自貿區安排、多雙邊合作
機制，引導企業利用跨境電商、海外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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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業態新模式等，「一國一策」開拓
多元化國際市場。
段萬鈞介紹說，新疆方面持續優化棉
花種植布局，加快棉花、番茄等的良種
培育，還在對有關技術和裝備進行自主
研發，推進裝備國產化進程。

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
會議強調，要引領產業優化升級，強化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積極發展工業互聯
網，加快產業數字化。要有序推進碳達
峰、碳中和工作，積極發展新能源。要促
進國內需求加快恢復，促進製造業投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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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盡快恢復，做好國家重大項目用
地等要素保障，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
要，以城鄉居民收入普遍增長支撐內需持
續擴大。要推進改革開放，深入實施國企
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
境，加快建設各類高水平開放平台，推動
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要防範化
解經濟金融風險，建立地方黨政主要領導
負責的財政金融風險處置機制。要加強和
改進平台經濟監管，促進公平競爭。要保
障和改善民生，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做好
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鞏固拓展脫
貧攻堅成果，在鄉村振興中持續改善脫貧
人口生活，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價。
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
位，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
供給，防止以學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要
堅持不懈抓好安全生產。要始終繃緊疫情
防控這根弦，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抓好疫苗接種，推進疫情國際聯防聯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和物流與採購聯合會
周五聯合公布，宏觀經濟先行指
標——4 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降至 51.1%，較 3 月下降
0.8 個百分點，繼續位於擴張區間，
雖然力度有所減弱，但高於 2019 年
和 2020 年同期水平。專家表示，經
濟恢復勢頭依然不改，新動能和消費
品行業增勢較好，外部需求趨於改
善，但製造業企業成本壓力持續加
大，利潤空間不斷壓縮，不利於經濟
的長期良性發展。

月製造業 雖回落 但高於往年同期

中國啟動棉花可持續發展項目

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
推動高質量發展，慎終如始抓好疫情防
控。要精準實施宏觀政策，保持宏觀政
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急轉
彎，把握好時度效，固本培元，穩定預
期，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使經濟
在恢復中達到更高水平均衡。積極的財
政政策要落實落細，兜牢基層「三保」
底線，發揮對優化經濟結構的撬動作
用。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
充裕，強化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薄
弱環節的支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經濟回升力度偏弱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4 月非製
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4.9%，較 3 月
回落 1.4 個百分點；製造業和非製造
業 PMI 雙雙回落，拖累綜合 PMI 下
降1.5個百分點至53.8%。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
張立群表示，4 月份 PMI 指數下降，
但仍保持在榮枯線以上，表明經濟繼
續保持平穩恢復態勢，但也顯示經濟
回升力度偏弱，特別是新訂單指數降
幅較大，表明市場需求恢復力度不
足。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王涵指
出，往年春節後PMI衝高後會經歷回
落，加之 3 月 PMI 數據處於 2015 年
以來同期較高水平，節後基數較高。
因此，4 月製造業 PMI 回落，主要受
季節性規律及 3 月高基數影響，但較
之往年同期來看實則不差，尤其是小
企業生產、訂單指數同步改善，反映
經濟運行活力持續，景氣狀態未現明
顯惡化。
王涵預計，「五一」小長假或帶動
國內消費需求加速釋放，歐美居民消
費品需求、全球產業鏈恢復仍將支撐
出口，經濟運行韌性上半年將持續。
而隨着國內補庫存周期逐步進入中後
期，下半年經濟或逐漸向新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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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年中或是政策是否邊際調整的
重要觀察窗口。

經濟恢復勢頭不改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則認
為，從行業看，製造業PMI下降主要
是因為基礎原材料行業減緩。由於國
外疫情再次爆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
快速上升，並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傳遞
到中國。基礎原材料行業的生產成本
和銷售價格較高，對中下游行業的原
材料需求和採購活動形成抑制，最終
導致基礎原材料行業增速下行至榮枯
線以下。
文韜認為，綜合來看，經濟恢復勢
頭依然不改，新動能和消費品行業增
勢較好，中國作為疫情控制較好、經
濟穩步回升的主要經濟體，在國際出
口市場中的地位進一步加強。但原材
料價格持續較快上升，企業調查顯
示，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業比重再
創新高，達到 61.8%。而企業銷售價
格增速明顯滯後於原材料價格，出廠
價格指數為 57.3%，低於購進價格指
數接近10個百分點，意味着製造業企
業成本壓力持續加大、利潤空間不斷
壓縮，不利於經濟的長期良性發展。
「有參與調查企業反映，芯片短
缺、國際物流不暢、集裝箱緊缺、運
價上漲等問題依然嚴峻。」國家統計
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
稱，高技術製造業供應商配送時間指
數連續三個月低於44%，企業原材料
採購周期持續延長，正常生產活動受
到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