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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
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

初秋的太行山区，清凉宜人。记者从
河北省阜平县城出发，驱车沿蜿蜒的柏油
路西行，四十分钟后抵达大山深处的龙泉
关镇骆驼湾村。

从村口望去，月牙状的村落依偎在群
山脚下，岭上时有白云飘过；一栋栋太行山
居风格的新房，在绿树掩映间错落有致；马
路两边的格桑花缤纷鲜妍，村民们怡然自
得地在农家乐或山边果园、菇棚里忙活着，
让人顿生回归田园之意。

骆驼湾村所在的阜平县属革命老区，
是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又在燕山-
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内。这里土地贫
瘠，交通闭塞，道路狭窄崎岖，基础设施落
后。6 年前，村里常住居民以留守老人为
主，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靠种植土豆、玉米
和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2012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踏
着皑皑白雪，来到海拔 1500多米的骆驼湾
村，走访看望困难群众，在这里向全国发
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大家拧成一
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
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
日子。”勉励干部群众“只要有信心，黄土
变成金”。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科
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各项扶持政
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
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
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6年多来，按照总书记指示精神，在河
北省各级党政部门与社会各界关心支持

下，骆驼湾村精准施策、持续发力，立足当地资
源优势，发展优质食用菌、水果产业和农家乐、
民宿等生态旅游业，晒出了亮丽的脱贫成绩单：
2013 年建档立卡时贫困人口 189 户、447 人，
2018年底下降到1户3人，贫困发生率由79.4％
下降到 0.5％；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950
元，增长到2018年的11239元。

骆驼湾村已经摘掉了“穷帽子”，村庄环境
和群众精神面貌等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大山
里许多年冷清寂寞的小村庄，终于激发出新活
力、迎来了新曙光。

精准脱贫育产业

2012 年前的骆驼湾村，全村 247 户人家分
布在 9 个自然村，最远的距离中心村 7 公里山
路，最小的只有 4 户 8 口人。这里“九山半水
半分田”，除了面积狭小的水浇地之外，剩下
的大都是用石头块垒在山梁上的“薄田”，人
均耕地仅 1 亩。主要作物为一年一收的土豆
和玉米，村民平时散养点猪和鸡，收入主要依
靠外出打工，部分村民农闲时会上山刨些药
材补贴家用。

“山高沟深龙泉关，乱石滩里挣钱难。脱
贫致富虽然很难，但我们有信心。”龙泉关镇
党委书记刘俊亮说。镇里邀请相关专家实地
考察、把脉问诊，帮助村民拓宽思路、转变发
展方式：骆驼湾村天蓝水绿，空气质量非常
好，这样的环境产出来的香菇大概率是优质
香菇；骆驼湾村夏天正午最高气温也不超过
30℃ ，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冬天雪景优
美，山泉形成的冰瀑能保持到来年 3 月，加上
距石家庄、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不远，有着巨
大的旅游潜力。

于是，打造乡村生态旅游、山下发展食用菌
种植、山上种植新型果树的产业脱贫思路，就此
确定。

六七年过去，骆驼湾人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骆驼湾村南的低缓山坡上，分布着一排排罩着黑

色遮阳网的食用菌大棚，共有75栋。（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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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艳玲）近日，记者从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上获悉，四川省90%的
行政村都建立了垃圾处理机制，形成了“村收
集、镇运输、县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据统计，四川省农村总户数为 1857万

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近 70%。全省 4.6
万个行政村中有近 4万个行政村配备了保
洁员。畜禽粪综合利用率68%，畜禽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88%，大
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92.7%。目前，全省已开工乡村垃圾项目951

个，完工640个，累计完成投资12.6亿元。
据了解，从 2015 年起，四川就开始选

择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城市，试点垃圾分类，
并积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7个县入选
了全国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示范县（区）。

四川省九成行政村建立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 本报记者 王田

9 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的有关情
况。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
博、副司长朱恩林、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书记、副主任魏启文介绍有关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据介绍，今年全国有 25个省份发现草

地贪夜蛾，见虫面积 1500 多万亩，实际危
害面积 246 万亩。西南、华南地区呈片状
发生，江淮、黄淮海、西北地区点状见虫，东
北地区没有见虫。危害主要集中在西南等
地，产量损失控制在 5%以内，黄淮海等玉
米主产区没有造成损失，实现了防虫害稳
秋粮的目标。

潘文博表示，目前，南方玉米大面积收
获，北方玉米灌浆成熟即将收获，草地贪夜

蛾危害期已过，草地贪夜蛾对玉米主产区
的威胁全面解除。

防控效果显著，危害总体可控

今年 1 月，跨境迁飞性害虫草地贪夜
蛾首次入侵我国，从云南开始逐步向北扩
散蔓延，对我国粮食生产构成直接威胁。
草地贪夜蛾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大、危害
程度重，主要危害玉米。 （下转第四版）

草地贪夜蛾防控首战告捷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7 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 日下午表
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 42 人
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根 据 主 席 令 ，授 予 于 敏 、申 纪 兰
（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
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利姆·

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
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
斯）、让-皮埃尔·拉法兰（法国）、伊莎
白·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授 予 叶 培 建 、吴 文 俊 、南 仁 东（满
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
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
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
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
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
（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
朵（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
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人
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热地（藏族）

“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
贡 献 者 ”国 家 荣 誉 称 号 ；授 予 樊 锦 诗
（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
称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授予 42 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全文见中国农网）

导读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 本报记者 李锐

农业是民生之本，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中央、国务
院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位置，农田水利灌排设施不
断完善、农田水利改革不断深化。截至
目前，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2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50.3%，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54；已建
成大型灌区 459 处，中型灌区 7300 多
处；以灌溉为主的规模以上泵站 9.2 万
座，灌溉机电井 496 万眼，固定灌溉排
水泵站 43.4 万处，除涝面积达到 3.57 亿
亩，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灌排工程体系，
有效保障了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
安全。

大兴水利强管理，水利之
重重在粮食安全

为解决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
缺失、灌排能力严重不足、粮食生产能力
低下等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 30 年里，我国掀起了大兴农田
水利建设高潮，兴建了淠史杭等一批大
型灌区。

淠史杭灌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位
于安徽省寿县的芍陂，这是我国历史最
悠久的大型陂塘蓄水灌溉工程，历经
2600 多年的岁月仍然灌溉着 67 万亩农
田，并成为今天淠史杭灌区的反调节水
库。淠史杭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到
1978 年，全国建成 148 个 30 万亩以上的
大型灌区，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7.2亿

亩，基本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和完善，农田水利改革不断推
进，农田水利建设明显加快。通过承
包、拍卖、租赁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推进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在
上世纪 90 年代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自 2015 年起，
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
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

通过改革，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得以
明晰，农田水利多元化多渠道筹资机制
逐步形成，农田水利建管一体化稳步推
进，“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建管方式改革
步伐加快，管护机制不断创新，基层水利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下转第二版）

让农田不再喊“渴”

□□ 本报记者 阎红玉

吉林省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
意为“沿江的城池”，故吉林市又被称为“江
城”。近年来，吉林市委、市政府立足争当
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着力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实现
吉林市特色农业现代化。

据了解，2015年以来，吉林市创造性地
打绿色优质牌，由“主粮区”向“优品区”跨
越；打科技创新牌，加快由“特色区”向“高
效区”转变；打精深加工牌，加快由“农品
区”向“加工区”提升；打休闲农业牌，加快
由“种植区”向“旅游区”扩能，实现“四区”
转型提升。

打绿色优质牌，实现了由
“主粮区”向“优品区”跨越

吉林市幅员面积2.7万平方公里，2018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3亿元，增长

1.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95
元，城乡收入比2.05∶1。

吉林市所辖舒兰市是粮食主产区，
2018 年全市粮食产量达到 120 万吨，其中
玉米72.6万吨、水稻45万吨。

舒兰市永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曹洪峰告诉记者：“目前公司仓储能力 14
万吨。公司拥有三套先进的精致大米加
工生产线，日加工优质稻谷能力 360吨；三
套玉米烘干塔，日烘干玉米能力 750 吨。
我们市成为粮食优品区后，粮食价格稳中
有升，水稻以前是每斤 0.95 元-1.3 元，现
在全市的优质水稻起步价都是每斤 1.5
元-5.5 元。我们公司生产的绿色无公害大
米每斤都卖到了80多元。”

2018 年，舒兰市永丰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额达 2.1 亿元。永丰米业水稻种植
园区位于舒兰市平安镇永平村，项目总占
地8.2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4亿元，集中
打造集稻米文化展示、稻田观测、电商服

务、精深加工、良种研发、综合服务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目前已建成高标准高效益
生态农田 472.5 亩，通过流转、租赁土地等
方式带动周边农户 236 户，在原有土地流
转费用的基础上每亩再多付给农户 200
元，并且免费将农户原本低收益的旱田，修
整为收益更高的高标准水田，使得农户收
益大大增加，至少可为每位农户年增加收
入 2500元。基地通过稻鸭共生、稻蟹共生
等生态种养模式，提高了大米的品质和产
品附加值。

（下转第二版）

立 足 特 色 促 转 型
——吉林省吉林市加快实现特色农业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冯克）9月17日，全国农
业农村计划财务工作会议在重庆市江津区
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提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围绕
落实农业投资管理职责，准确把握农业农
村计划财务系统新的职能定位，在如何实
现乡村振兴投资从哪里来、投向哪里去、怎
么强监管、怎么提效益上多下功夫，开拓思
路，创新举措，更好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顺
利推进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余欣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农业农村计划财务系统要
准确把握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
和任务，加快从具体管钱管物向谋划推动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转变，当好农业农村资
金投入政策措施研究制定的参谋者；加快
从向“财政”要钱向多元“筹资”转变，当好
农业农村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推动
者；加快从不仅关注资金安全向还要提升
资金效能转变，当好农业投资政策项目落
实落地的监管者。

会议要求，全系统要结合实际工作，从
细微处、关键处着手，努力开创农业农村投

资新局面。开拓视野，盘活存量挖掘增量，
激活农业投资新引擎；更新理念，用活金融
和社会资本，拓宽农业农村投资新渠道；转
变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激发农业投资
新活力。同时，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学习
培训，加强作风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全面
建设一支担当、高效、清廉的计财队伍。

重庆市副市长李明清出席会议并致
辞。重庆、江苏、河南、四川、贵州、广东 6
省市就农业投资管理作交流发言。会后，
余欣荣还到重庆市九龙坡区就一类县推进
农村改厕进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全国农业农村计划财务工作会议强调

准确把握计划财务系统新定位 努力开创农业农村投资新局面

有基层干部来稿，说近日有一支队伍
来村里调研，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是“静
悄悄”的，调研的时候既没有前呼后拥的现
象，也没搞到处拍照留痕那一套。

过去，一些地方喜欢搞“敲锣打鼓”式
调研，不管是来还是走，一大帮人乱哄哄

的，又是拍照又是录像，不闹出点“动静”好
像就不是调研。这些“热闹”的调研，有的
不过是去“装装样子”“摆摆架子”，有的虽
然也能调研到一些情况，但是却无法深入，
还给地方接待带来了压力。

调研不妨安静些。安静不是毫无声

息，该开会开会，该交流交流，该拍照也可
以拍照，但是目标需聚焦，形式当务实，少
些迎来送往，多些深入走访，如此才能更好
地发现基层的问题、聆听基层的声音，才能
让调研更加真实，也才更有作用。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调研不妨安静些
柯利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