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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再夯实 国人饭碗有保障
!

新华社记者 胡璐 董峻

日前发布的
-$,3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

程中要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 同时

还进一步提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保护优化粮食

产能"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

央农办主任唐仁健说! 中国人的饭碗要

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而且饭碗里主

要装中国粮!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 这使得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

下! 粮食生产都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也因此必须不断夯

实"

与此同时!新形势下!粮食生产能力

的衡量标准和建设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

兴庆说! 近年来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得到

明显改善! 农业主要矛盾也由过去的总

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玉米等部分

品种甚至出现了库存积压"在此背景下!

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不能简单地以产量增

长这一个指标来衡量! 而应综合考虑市

场供需# 库存等情况! 允许产量适度波

动" 夯实粮食生产能力的方式也应得到

优化"

那么!

-$,3

年将如何夯实粮食生产

能力建设&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 持续加强农

田基本建设 !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政策措施 ! 实施耕地质量保

护和提升行动 ! 持续推进中低产田改

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高建设质

量"

叶兴庆说! 虽然不能一味要求产量

增长!但却必须严守耕地!做好农业技术

储备! 这样才是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下

降的合理方式! 也才能够真正为未来粮

食生产需要打下基础" 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最重要的因素是耕地!严守耕地面积!

并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是保障粮食生产

能力的必要举措"

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 ! 加大实施

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和主要农作物

良种联合攻关力度 ! 加快适宜机械化

生产 # 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选

育 "

对此!叶兴庆表示!科技创新是农业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未来更多依靠科技

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是我国农业

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向所在" 依靠科

技!逐步以绿色可持续产能的提升!替代

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 长期超采地下水

等边际产能!同样是优化粮食产能的重

要方式"

据了解!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

三产深度融合!今年我国将推动$三区#

三园# 一体% 平台建设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 其中!$三区%是指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三园%是指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

园#创业园" 唐仁健等专家认为!这将利

于集中资源! 共同推动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

另外!文件还提出积极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 !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服务主体 ! 并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等也都将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提供

助力"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3

年我国

力争新开工
,!

项重大水利工程!重大水

利在建投资规模将超过
"$$$

亿元!并将

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统筹推进农村

水利设施建设"全年确保新增
-$$$

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
4$

处大型灌区

和
,!$

处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

处

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规划中央投资

任务"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莫因万幸心存侥幸
!

新华社记者 周畅

5

日晚! 安徽省铜陵市一家

化工企业高沸点溶剂罐发生爆

炸!截至
"

日凌晨!爆炸引发的火

灾已得到有效控制" 此次爆炸未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实属万幸!但

切不可因万幸而心存侥幸" 相关

部门和单位务必及时查漏补缺!

严格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安

全生产各项要求!确保万无一失"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火灾爆炸

事故!虽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无

不暴露出相关单位在安全生产中

存在漏洞和隐患" 导致事故的那

些看似偶然的诱因! 其实是一系

列必然因素叠加所致" 安全生产

的链条上!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重

视不够#投入不足#管理不严#排

查不力等问题! 都有可能引发事

故" 实现安全生产绝不能靠一次

次的侥幸! 切不可因为这次事故

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就长舒一口

气"

着眼于实现安全生产长效机

制!这起$万幸%的爆炸!更应当引

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严查事

故原因!深刻吸取教训!地毯式排

查安全隐患并逐一整改"同时!也

应意识到!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

规章! 都无法取代相关人员的安

全生产责任心"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提出

要大力弘扬安全发展理念! 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 坚守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的红线! 是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线!也

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加

强安全生产的责任线"

亡羊补牢!更要防微杜渐"相

关的企业#行业#主管部门!都应

当敲响警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

反三!认真履职!扎实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防患于未然!及时补

齐安全生产的短板!切实把$构建

更加严密的责任体系% 作为首要

任务"要让安全生产有保障!就不

能因一次万幸而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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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宵节近 !年最早 比去年早 ""天
新华社天津

!

月
#

日电 '记者

周润健(

(

月
))

日!是农历丁酉年元

宵佳节" 天文专家表示!今年的元宵

节为近
*

年来最早!比去年早
))

天"

天文年历显示! 自
+,)+

年起至

今! 元宵节所在阳历日期分别为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和
+

月
))

日" 同样是

元宵节!为何阳历日期时早时迟呢&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解

释说! 元宵节属于我国现行农历中

的一个节日"农历规定大月
/,

天!小

月
+0

天! 一年
)+

个月共
/*.

天或

/**

天! 比一个回归年的天数少
))

天左右!

/

年下来!就少了
)

个多月"

久而久之! 就会出现时序和季节错

乱的现象"

为使得农历年和阳历年的日期

基本对应!我国采取了$

)0

年
1

闰 %

法!每隔几年!农历中就会设置一个

闰月" 这样!如果上一个农历年没有

闰月! 那么下一年的元宵节就会比

上年提前
))

天左右) 如果上年农历

有闰月! 下一年的元宵节就会比上

年推迟
)0

天或
+,

天"

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元宵

节阳历日期的变化也就非常清楚

了"

+,)-

年'农历猴年(是个农历平

年!全年共
/**

天!比公历年少了
))

天!因而!

+,)1

年'农历鸡年(元宵节

就要比去年提前
))

天" 去年的元宵

节在
+

月
++

日! 今年自然就移到了

+

月
))

日" 由于
+,)1

年'农历鸡年(

是个闰年!全年共有
/!.

天!比公历

年多了
)0

天!因此
+,)!

年的元宵节

就定格在了
/

月
+

日"

记者翻阅天文年历发现! 就本

世纪而言! 最早的元宵节是
+

月
.

日!如
+,-)

年)最晚的元宵节是
/

月

*

日!如
+,)*

年"

闹元宵
$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十五闹花灯%!一个$闹%字道出了元

宵节的奔放#欢腾#火爆!也道出了元宵节与其他节日的与众不同之

处"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华漫说

!关注元宵节

!全流程"发力控药费#治顽疾
我国药品领域迎重大改革!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陈

芳(解决医药领域突出问题!如何标本

兼治#协同联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

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加快

推进已上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强化药

物使用监管等!涉及药品生产#流通#

使用各个环节!在药品改革领域$全链

条#全流程%发力!对进一步破除以药

补医# 减轻全社会医药费用负担意义

深远"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直接关

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药

品领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要内容!是$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

革的重要一环"深化医改以来!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 药品领域改革

逐步深化!有效保证了药品供应!逐步

降低了药品价格! 群众用药负担有所

减轻"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国家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王贺胜表示! 由于多种原

因!我国药品行业$多小散乱差%的局

面尚未根本改变"药品质量参差不齐#

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药物滥用等

问题仍比较突出"

此次出台的药品领域重大改革政

策!涉及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各个环

节!力争解决我国药品领域乱象顽疾"

主要包括, 在生产环节关键是提高药

品质量疗效!严格药品上市审评审批!

加快推进已上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 在流通环节要重点整顿流

通秩序!改革完善流通体制!降低药品

虚高价格) 在使用环节改革调整利益

驱动机制!使药品回归治病本源!促进

合理用药!进一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

!!!!!!

在全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感受%空中骑行&的魅力
,

月
-.

日!全国首条空

中自行车道(((福建厦门云顶路自行车快速道示范段试运营" 这条全程高架的

空中自行车道全长
36.

公里!试运营以来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骑行体验!感受$空

中骑行%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发

我省将定期调整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
缩小工资差距

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记者 史

林静(记者
0

日从河南省政府获悉!事

关就业#收入#职称等多重切身利益的

*河南省$十三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规划+目前已经通过并印

发" 规划明确提出! 要定期调整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缩小工

资差距"

按照要求!$十三五% 期间河南省

要落实基本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

定期调整基本工资标准!进一步优化

工资结构!逐步提高基本工资在工资

中的比重" 同时!在规范津贴#补贴的

基础上!落实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并推

进机关事业单位乡镇工作补贴制度#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实施"

规划还提到要探索建立工资调

查比较制度! 调控地区工资差距" 结

合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人事制度

改革 !进一步加强工资管理 !规范津

贴#补贴发放!缩小工资差距!积极稳

妥推进工资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 河南还将进一步完善聘任

制公务员制度!对于贫困地区的公务

员 !科学编制考试录用计划 !适当放

宽录用资格条件!缓解基层一线用人

难#留人难与新录用公务员流失快等

问题"

!!!!!!

学科普知识 度快乐寒假
-

月
"

日! 秦皇岛市世极城堡社区的机器人爱好

者为小朋友讲解机器人工作原理" 当日!河北省秦皇岛市世极城堡社区工作人

员邀请辖区机器人爱好者给社区小朋友讲解机器人工作原理! 并进行现场演

示!丰富小朋友的寒假生活" 新华社发

民政部等部门推出 '项举措
简化优化养老机构审批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罗

争光(民政部
"

日对外透露!日前已与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等
,4

部门下发

*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

革的通知+!其中明确了
!

项举措简化

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手续"

*通知+旨在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工作部署!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降低创

业准入的制度性成本!营造公平规范

的发展环境"

*通知+要求加大$放%的力度" 在

规范养老服务投资项目审批报建手

续方面 !明确了整合审批流程 #明确

牵头部门 #实行并联审批 #探索实行

养老服务建设工程项目区域评估
#

项

举措"

为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

手续!*通知+明确了
!

项举措,

---简化设立养老机构的申请

材料!申请人设立养老机构许可时!能

够提供服务设施产权证明的!不再要

求提供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

明)

---食品经营实行 $先照后证%!

养老机构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

法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

格后!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

---对养老机构环境影响评价

实施分类管理!对环境影响很小需填

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养老机构实施

备案管理)

---取消部分机构的消防审验

手续)

---支持加快完善服务场所的

产权登记手续!对于新建养老机构或

者利用已有建筑申请设立养老机构涉

及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不动产登记机

构要通过$首问负责%$一站式服务%等

举措!依法加快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提供高效便捷的不动产登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