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9月 30日 星期五 责编/王丰齐 版式/李晨4 要闻·广告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5179265 广告中心 651793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65179567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5179178

零售价：2.0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 昨日开印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1469号
邮政编码：230071

电

话

■ 新华社记者 陈聪 杨思琪
闫睿 孙晓宇

清晨时分，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

限公司第三管理区农机副主任陆向导来

到稻田旁，指导种植户检修农业机械，为

即将开启的忙碌做准备。

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一望无垠，恰

似一块金灿灿的“巨型地毯”，陆向导不

禁想起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

深情地说：“这个地方看不够，以后有机

会还要再来。”

2018 年 9 月 25 日，第一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

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他步入正

在收割的地块，察看水稻收获情况。看

到总书记来了，收割机驾驶员们下车围

拢过来，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亲切交谈的情

形，陆向导仍历历在目：“我们唠的都是家

常，收成、粮食价格、家庭收入还有子女就

业，总书记样样关心。他称赞我们农场的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作

为第三代北大荒人，我感到特别光荣！”

从亘古荒原到中国最大商品粮基

地，为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

献的北大荒，挥别了“早起三点半，归来

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的艰

辛岁月，见证了科技发展最快、农业成果

最多、职工最受益的新时代。

“以前觉得种地太累了，现在有了科

技手段，再也不用靠天吃饭！”曾想要放

弃种地的周德华现在成了示范户，一年

收入超过 15 万元。他的身后，100 亩无

人农机智能管控作业试验基地已实现

耕、种、管、收等主要环节无人化、智能化

远程作业和管理，成为“给农业现代化插

上科技的翅膀”的鲜活例证。

电动机械代替人工撒种、无人机打

药代替背壶洒药，高速侧深施肥有了导

航系统，农场统一进行农资配备、农时管

理、技术推广和秋粮收购……通过科技

赋能，七星农场走上了优质、丰产、高效

的道路，2021 年实现生产总值 13.85 亿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 万元，粮食总

产 14.5 亿斤，“智慧农业”正在这里结出

累累硕果。

“要端稳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

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守聪难忘，在北大荒精准农

业农机中心一楼大厅，当地出产的米油

豆奶等各类农产品摆满展台，习近平总

书记走近前去，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

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把穗观粒，察土问技，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惦念于心的粮食安全，让北大荒人

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的“压

舱石”，中国的饭桌上，每 9 碗饭就约有 1

碗来自黑龙江。让黑土地“增绿”、守好

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大国粮仓”

的一道必答题。

七星农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建设 200 个

监测点，形成覆盖 100 万余亩耕地的大

数据，为黑土地保护提供数据支撑；根据

土壤地力分布，实施黑土地保护分级管

理；根据等级制定黑土耕地保护措施，建

立“田长制”工作考评制度……通过推广

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

措施，这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由 2014 年

的 4.08%提升到 2021 年的 4.279%。

陆向导说：“土壤缺什么，我们就补

什么，用更多有机肥代替化肥，像保护大

熊猫一样珍惜我们的黑土地，保护我们

的命根子。”

秋风送爽，稻浪滚滚。陆向导擦去

汗水，语声爽朗：“我们有信心、更有底

气，为中国碗装上更多更好的中国粮！”

（新华社哈尔滨 9月 29日电）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新华社北京 9月 29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

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

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转发财政部、国家林草局

（国家公园局）《关于推进国家公园建

设若干财政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财政保障制度。

《意见》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投入保障

到位、资金统筹到位、引导带动到位、

绩效管理到位的财政保障制度，为加

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要坚持多措并举、

加强政策协同，明晰支出责任、统筹

多元资金，实行“一类一策”、分类有

序推进，注重预算绩效、强化监督管

理。到 2025 年，基本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财政保

障制度，到 2035 年，完善健全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财

政保障制度。

《意见》确定了五方面财政支持

重点方向，包括支持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支持国家公园创建和运行管

理、支持国家公园协调发展、支持保

护科研和科普宣教以及支持国际合

作和社会参与。

《意见》明确从五方面建立财政

支持政策体系。一是合理划分国家

公园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将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具体

事务，细分确定为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中央与地方分别承担相应的

支出责任。二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和统筹力度。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多元化资金保障制度。三是建立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逐步加大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建

立健全森林、草原、湿地等领域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四是落实落细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绿色采购等政

策 。 对 符 合 条 件 的 企 业 或 个 人 捐

赠，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对

符 合 政 府 绿 色 采 购 政 策 要 求 的 产

品，加大政府采购力度。五是积极

创新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调动企

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国家公园

建设的积极性，利用多双边开发机

构资金支持相关领域建设。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主体，形成

工作合力。财政部会同国家林草局

（国家公园局）等有关部门建立国家

公园财政保障“1+N”制度体系。制

定绩效管理办法，强化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和监督管理，确保预算执行

效率和国家公园建设成效。

国办转发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局）《意见》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当前，哪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如何

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国家乡村振兴

局局长刘焕鑫日前在全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

推进视频会上，谈了当前乡村振兴工作

着力点。

健全联农带农机制

联农带农机制是促进农户持续稳定

增收的重要保障。刘焕鑫表示，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后，各地认真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继续加大产业帮扶力

度，建立产业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不

断巩固拓展产业帮扶成效，取得了积极

进展。

据介绍，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还

存在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带动

责任落实不到位、带动方式比较单一、带

动效果不够明显等问题，影响帮扶项目资

金效益发挥和农户持续稳定增收。这需

要更加注重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尽可能让

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等农民群众参与进

来，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

的指导意见》明确，纳入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的经营性项目资产，使用各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东西部协作资

金、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无偿援助资金、社

会捐赠资金扶持的经营性项目，原则上都

要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经营主体都要落实

联农带农责任。

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
量发展庭院经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充分利用现有庭院，大力推动庭院经济与

现代农业有机结合，既是促进脱贫地区发

展帮扶产业的重要途径，也符合农村老、

弱劳动力多，庭院增收作用尚未有效发挥

等实际情况。

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印

发《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

院经济的指导意见》。

“这次文件提出的庭院经济是高质量

庭院经济，与以往所说的庭院经济是有区

别的，更加突出市场化、特色化、生态化、

规范化。”刘焕鑫说，要把握高质量庭院经

济的发展重点，要从特色种植、特色养殖、

特色手工、特色休闲旅游和生产生活服务

五个方面入手，支持农户发展高质量庭院

经济。

组建产业顾问组支持
脱贫县产业发展

组建产业顾问组是推动人才下沉、科

技下乡、服务“三农”的有效途径，对于促

进脱贫县产业发展和脱贫群众增收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从本次视频会上了解到，为强化

科技和人才支撑，推动脱贫县产业发展，

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科协联合下发专项

工作方案，近日启动组建产业顾问组支持

脱贫县产业发展工作，采取“一县一组”的

方式，推动产业顾问组与脱贫县科技服务

需求精准对接。

“落实好这项工作，各地要精准对接，

认真梳理科技服务需求，精准匹配科技专

家，及时确定对接关系，要把握重点任务，

聚焦主导产业，提供决策咨询，加强技术

指导，培养本土人才，促进成果转化。”刘

焕鑫说。

（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健全联农带农机制 发展庭院经济 组建产业顾问组
——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谈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三个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