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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
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
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
鹏同志的遗体，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鹏同志因病于 2019年 7月 22日 23时 11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1岁。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
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同志逝世表
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9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鹏同志”，横幅
下方是李鹏同志的遗像。李鹏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在哀乐声中缓步
来到李鹏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鹏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与李鹏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在外地
送花圈，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李鹏同志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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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同志生平

米袋子、菜篮子，既关乎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水平，又影
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成色。

今年上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174万吨，比上年增加293
万吨，与历史最高年持平。同时，农业种植结构持续优化，棉
花、大豆播种面积增加；肉、蛋、奶、果蔬等产量均保持高位
平稳态势。农业丰收，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让中国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

降1.3%与增293万吨：用地更少，产量更大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却不
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中国人要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强大的农业必不可少。年中盘点，中国农业交出了一份令人安
心的成绩单。

——粮食生产量稳质优。今年，各地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主动增加优质高效农作
物的播种面积，适当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其中夏粮播种面积下
降 1.3%，小麦播种面积下降 1.8%。尽管如此，全国夏粮总产量
14174 万吨，比上年增加 293 万吨，增长 2.1%，与历史最高年

（2017 年） 持平。同时，2019 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达 359 公斤，
比上年增加12公斤，增长3.5%。

——肉蛋禽奶供应充足。上半年，尽管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
素影响，生猪产能下降，但牛羊禽等农牧产品产能均保持增长。数
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肉牛出栏比上年同期增加39万头，牛肉产量
增加 7 万吨，牛奶产量增加 22 万吨；全国羊出栏 1.34 亿只，增长
1.6%，羊肉产量 202 万吨，增加 3万吨；家禽出栏比上年同期增加
3.05亿只，禽肉产量增加50万吨，禽蛋产量增加53万吨。

——短期波动有效平抑。例如，6月以来，针对新麦上市造
成的价格下跌，有关部门在安徽、江苏、河南、湖北4省陆续启
动了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引导夏收小麦购销市场更趋平衡。

“我们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充实价格调控工具箱，做好必要情况下
的调控准备。”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总的看，上半年
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为保供给、稳物价、增信心发挥了重要支撑

作用，为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增添了底气。”

6.8万亿元：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发展
既要有足够的数量基础，更要有强大的品质保证。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黄秉信介绍，上半年小麦品质明显
好于上年，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33%，比去年提高3个百分
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6.8万亿元，同比
增长4%左右。“大豆播种面积增加，稻谷种植结构不断优化。品质
较差、价格较低的早稻和双季晚稻播种面积继续调减；品质较好、
市场价格更优的中稻和一季晚稻播种面积将增加。”黄秉信说。

——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在黑龙江垦区，农业传感
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无人驾驶作业、全自动智能化设施农业等
关键技术在大田种植、设施园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水稻侧深施肥、
暗室叠盘机插、运苗机械化等新技术不断推广；生物降解膜机插，
插秧机直行辅助、微波激光化学灭草等新手段正在加速普及……
新技术为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打下了基础。

“今年，我们坚持粮经饲统筹，优化品种结构、品质结构、
品牌结构和区域布局，稳稻玉、扩大豆、发展特色经作和果蔬
及饲草饲料作物。目的就是促进农产品由无效和低端供给转向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为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赢得主动。”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农垦总局） 农业局工作人员张
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农业发展质量导向越来越强。天津虽然并非农业大
户，但“小站稻米”长年驰名中外。为了用好这一资源，天津
食品集团牢牢把握“质量”这个发展导向，以大米品质和口味
为核心，全力打造好“天食小站稻”品牌，形成涵盖育种、育
秧、种植、加工、仓储、物流、营销各环节的全产业链。

“大米好不好，品种是基础。集团筛选出优质食味米品种作
为主要种植品种，保证小站米独特的风味。品质是品种与环境
的共同产物，集团发挥自有育秧基地，种植优质小站稻5万亩，
水稻灌溉用水实时监控，保证水稻生长环境安全健康。”天津食
品集团副总经理张庆东对本报记者表示。

0.9个百分点：中国农民腰包更鼓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的发展，最终要落脚到充
实农民的钱包上来。

“瞧，我稻田里新引进了腹部雪白的黑斑蛙，这样每亩地的
效益预计能达到3万元。”在浙江省诸暨市马剑镇双江粮食生产
功能区江德农场，农场主徐江德说，田地里不光有水稻、黑斑
蛙，泥下还放养了适量的泥鳅，相关农产品供不应求。新型种
养技术在其中大显身手。例如，黑斑蛙吃虫、除草达到防治水
稻虫害、草害的目的；泥鳅消化黑斑蛙排泄物、疏松土壤达到
净化水质、提升地力的效果；水稻采取人工收割的方式，秸秆
堆成草垛作为黑斑蛙越冬场所。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徐江德的喜悦是中国农业高质
量发展之下农民增收的一个生动缩影。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有捐介绍，上半年，全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7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同比增
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0.9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7下降至2.74，城乡居
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产业扶贫带动
农村本地就业，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和月均收入增长较
快，带动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半年，尽管水果、蔬菜、猪肉等农产品价格出
现局部的短期波动，但粮食、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产量稳中有
升，农产品整体依然表现出稳健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上半
年中国农产品供给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带动致富
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农业
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富裕，不能只靠一味地追求产量，
而是要更加关注农业生产的科学化水平及产品质量。全国各地农
业生产主体日渐重视利用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农业，
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发展势头。”李国祥说，只要真正提升农产
品供给端的竞争力，“物阜民丰”的愿景就会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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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又丰收 经济根基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在国新办 7 月 29 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
光、徐露颖介绍了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立场和
看法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两位发言人的
话，传递了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央政
府一直密切关注近期香港局势的发展变化，
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
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
务，就是坚决依法惩治暴力犯罪行为，让社
会重回正常轨道，维护香港的良好法治。

回到事情本初来看，香港特区政府依法
提出修订 《逃犯条例》 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协助条例》，就是为了堵塞现有法律制度漏
洞，彰显社会公义、完善香港法治。修订程

序一直依法进行，修订内容也符合国际法和
国际社会实践，这样做完全正当合理、体现
法治精神。当香港社会围绕修例问题出现争
议后，特区政府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推动社会恢复理性平静而宣布暂缓修例，也
是体现尊重民意、依法施政。对于香港社会
针对修例举行的各种和平的游行集会，特区
警方一直依法批准并提供保护。

然而，自 6 月 12 日以来，香港一些激进
示威者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其行为完全超出

了和平游行示威的范畴。这些激进分子无法
无天、恣意妄为，公然冲击毁坏立法会大
楼、暴力袭击甚至严重咬伤执法警察、冲击
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并污损国徽等，他们的暴
力违法行径，严重践踏香港法治精神，严重
破坏公共秩序与安全，公然挑战“一国两
制”的底线，对香港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恶劣
影响。

暴力就是暴力，违法就是违法，任何诉
求都不能成为采取暴力行为的借口，任何文

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暴力横行。当此非
常时刻，每一位关心香港的市民，都应该理
直气壮地站出来，共同声讨激进分子所作的
恶、所犯的罪，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行径。
一直以来，香港警队在处置有关暴力事件和
暴徒故意挑衅时，展现出极大的克制与隐
忍，体现了高度的专业水平，每一位珍爱香
港的市民，都应该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坚
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有关部门和
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违法行为。

目前香港局势最危险的是暴力犯罪行
为还没有得到有效制止，香港当务之急是
坚决依法惩治暴力犯罪行为，尽快恢复社
会安定，维护香港良好法治。相信在林郑
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努力下，在香
港警队的严格执法下，在广大爱国爱港人
士的同心协力下，香港社会一定能够尽快
制止各种暴力犯罪行为，使香港社会重新
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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