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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底前，将实
现社保卡支撑相关业
务在省内和跨省“一
网通办”！

近日，国务院办
公 厅 电 子 政 务 办 公
室、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印发 《关
于依托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做好
社会保障卡应用推广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 《通知》），要求加
快推进社保卡依托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跨地区、跨部
门应用，未来群众办
事有望更方便。

“一网通办”如何
实现？

据 了 解 ， 一 方
面，目前，全国社保
卡持卡人数已超过 13
亿人，电子社保卡领
取人数已超过 1.5 亿，
形成“一卡通”服务
能力，为各项业务的
快捷办理和线上办理
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作为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的总枢纽，重
点发挥公共入口、公
共通道、公共支撑等
三大作用，支撑全国
跨区身份互信、电子
证照跨域互认，实现
全国 32 个地方和 46 个
部门之间的政务服务
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
加便捷的政务服务“一
张网”。

有 了 “ 一 卡 通 ”
和“一张网”，有关部
门就可依托全国一体
化平台，通过优化流
程、强化协同、共享
证照等方式，进一步
推 进 社 保 卡 跨 地 区 、
跨部门应用。这一过程将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痛点
问题，支撑人社服务及其他相关政务服务从“线下
跑”向“网上办”、从“分头办”向“协同办”转
变，实现“一网通办”。

“一网通办”目标何时能达成？
《通知》已经明确，2020年底前，梳理社保卡在

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目录，推进社保卡在一体化平
台中的电子证照共享应用，融合社保卡线上线下应
用，实现社保卡支撑相关业务在省内和跨省“一网
通办”。同时还梳理了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要利用
一体化平台的统一身份认证能力，将社保卡持卡人
身份信息作为自然人辅助身份认证源之一，为持卡
群众提供实名注册、身份鉴别、单点登录等服
务，解决群众在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政务服务平台
重复注册、重复验证等问题；依托一体化平台获
取社保卡电子证照文件，解决群众在政务服务大
厅办事时多次提交社保卡复印件的问题，引导群
众通过社保卡电子证照的“亮证”和电子社保卡
二维码扫码功能，解决群众没有携带实体社保卡
的问题；充分运用一体化平台移动端的社保卡服
务能力，实现个人社保卡电子证照线上领取、社
保查询、社保关系转移、缴费支付等人社服务，
以及政府规定的其他相关政务服务事项；基于一体
化平台的基础支撑，不断完善社保卡线上线下服务
能力，推动社保卡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关
系、职业培训、人才人事、惠农惠民补贴发放、智
慧城市、信用服务等政务服务领域中的应用。

那么，电子社保卡能用吗？有哪些功能？人社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 17个
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已实现电子社保卡快速注册和
登录，群众可通过平台申领电子社保卡。领取后，
可通过电子社保卡服务页面，实现社保卡查询、社
保查询、社保关系转移、养老金测算、待遇资格认
证、缴费支付等服务。

近期，电子社保卡通过对接一体化平台，提供
了农民工返岗复工服务、防疫健康信息码、健康信
息核验、政策查询等服务，帮助农民工快速返岗复
工，支持人社业务“不见面”服务。

下一步，电子社保卡将进一步融合就业招聘、
职业培训、网上调解等更多的人社服务，及当地政
府规定的其他线上政务服务，方便群众享受高效线
上服务。

“小麦开始长苗的时候，技术人
员就来田里防虫了”

“去年 12 月份，我在地里就发现小麦有病变的现象
了。如果不抓紧防治，条锈病的危害会很重。”贵州省毕
节市纳雍县百兴镇的尚显龙种植了 15 亩小麦。他告诉笔
者，本地的小麦品种是上世纪从国外引进的，当时品质
好，很多老百姓种，后来这个品种染病的情况变得越来越
严重。

作为百兴镇特色品牌产品“百兴面条”的原料，小麦
对老百姓增收致富至关重要。但条锈病常年发生面积多达
1万亩以上，给当地农民带来不少困扰。

“小麦条锈病在毕节已属于常发性，基本上每年都会
发病，严重的时候损失率可能会达到30%到40%。”毕节市
植保植检站站长郭国雄说，今年以来，包括条锈病在内，
毕节全市小麦重大病虫害累计发生面积已达18.13万亩。

不仅是毕节，全国范围来看，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
害已成为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的重大灾害。根据全国
农技中心数据，目前小麦条锈病已在江汉、江淮、黄淮南
部和西南麦区11个省 （市） 375个县 （市、区） 出现；赤
霉病菌源量明显高于常年和去年。

“菌源量大、品种感病、春季降雨偏多是导致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大流行的关键因素。”河南省植保站研究员
吕国强说，对小麦条锈病，要大力推行“带药侦查，打点
保面”的防治对策，将其控制在点片、初发阶段，阻止其
向中、北部麦区扩散蔓延。对小麦赤霉病，要把握小麦抽
穗扬花关键时期，主动预防，遏制病害大面积暴发流行。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正在
加快推进。中央财政安排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8 亿
元，用于支持湖北、河北、安徽等 26 个省 （区、市） 做
好粮食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农业农村部提前制
定预案，做好相关物资准备，派出工作组督导重大病虫害
防控；陕西、河南等重发区域开展春防行动……

郭国雄介绍，当地农技干部已为各地选育了抗 （耐）
病虫麦种，同时加大监测预警力度，利用太阳能杀虫灯、
黄板等诱杀害虫，通过农业、物理和化学的防治方式，确
保小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小麦开始长苗的时候，县里的技术人员就来田里
防虫了，做抽查，还给我们发了防条锈病的资料。病虫害
防控少不了要用一些药，县里特地给我们调配了一批农药
过来。”尚显龙说，按照技术要求一步步做好防范，他心
里并不慌。

截至目前，毕节全市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蚜虫等重
大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 13.36 万亩，防治效果控制达到
80%左右。郭国雄表示，现在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害防
治任务仍然严峻，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争取把小麦的损失面
积控制在15%以内。

一些地块已经防治两遍以上，
不让草地贪夜蛾害玉米

“今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偏重，具体到小麦是条锈病
和赤霉病，而从玉米来看主要就是草地贪夜蛾的威胁。”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谢焱说。
源发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草地贪夜蛾，去年首

次入侵中国，今年态势更加严峻。农业农村部印发的
《2020年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 指出，草地贪夜蛾作
为迁飞性害虫，已在中国南方定殖，各地区均有集中危害
的可能。具体来看，今年草地贪夜蛾发生面临境内外虫源
双重叠加，加之越冬基数大、北迁时间提前、发生代次增
加，使该虫向黄淮海等北方玉米区扩散蔓延。

“草地贪夜蛾一旦发生，不及时查看是很危险的，特
别是危害玉米心叶，其次是穗。去年影响最严重的时候，
我每天都要下地检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玉米种植
户陈伟对笔者说，“这个虫是新东西，刚开始农业部门通
过村上喇叭、下发文件的方式，通知我们打药，指导防治
之后，玉米地的损失大概能控制在10%以内。”

同在石门县的陈红教最近正在他家的 13 亩地里忙着
种玉米，他向笔者介绍，之前植保站已经下发了预警通
知，说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可能会比去年还严重，要提前进
行预防。“现在，对于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总体上我是心
里有数的。”

针对草地贪夜蛾北迁时间提早等情况，湖南省农业农
村厅近日下发通知，明确加密布点监测，在全省布设 10
个以上高空监测点，适时设立1-2个雷达监测站；做好成
虫理化诱控，确保指导培训及时到位，在虫害发生关键时
段，深入田间了解生产情况，解决生产突出问题。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从全国来
看，按照“早谋划、早监测、早准备、早防治”的思路，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优化完善了防控预案；去年底下
拨了草地贪夜蛾冬春防控经费 5000万元，近期又下拨 4.9
亿元资金，支持各地提前做好防控的物资准备；根据草地
贪夜蛾迁飞路径和迁飞规律，在边境地区、西南华南的源
头区、江淮的过渡区和北方防范区加密布设监测网点，增
配高空测报灯、远程监控雷达等设备，组织人员地面普
查，全方位全天候监测预警。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目前草地贪夜蛾累计防治了
190多万亩次，基本上做到应防尽防，一些地块已经防治
两遍以上。此外，农业农村部优化推荐草地贪夜蛾用药28
种，库存量能够满足6亿亩同类型害虫的防治需要。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振营认为，
尽管今年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会明显重于去年，但基于国内
完善的农作物病虫害测报体系、多种多样的防控手段和技
术、健全的防治队伍以及去年在监测与防控工作中取得的
成功经验，草地贪夜蛾的危害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不会对
农作物造成太大的产量损失。

设定50万亩应急防治任务，备
好防蝗物资

今年以来，沙漠蝗在肯尼亚、索马里等东非国家和与
中国临近的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罕见暴发，对当地粮食
和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蝗灾预
警。未来，境外沙漠蝗是否会入侵中国？

潘文博指出，农业农村部今年多次组织专家会商，认
为沙漠蝗迁飞入侵中国的几率很小。“沙漠蝗已有数百年
历史，主要分布在非洲和西南亚热带荒漠地区的河谷和绿
洲，喜高温、耐干旱，迁移的适宜温度在 40 摄氏度左
右。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然
屏障阻隔，沙漠蝗很难越过高海拔山脉迁入，寒冷地区的
生态环境和气候不适宜沙漠蝗的生存。”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泽华认为，虽
然沙漠蝗进入中国的几率不大，但仍有概率随季风迁入
中国云南等地，需加强监测，严防沙漠蝗迁入，并做好
处置预案。

日前，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林草局等三部门
联合印发 《沙漠蝗及国内蝗虫监测防控预案》，强调既严
防境外沙漠蝗入侵，又继续做好国内蝗虫防治。加强云
南、西藏、新疆等可能迁入区虫情监测、及时预警，按照
迁入风险，设定50万亩应急防治任务，提前储备50-60吨
对路防治药剂。组建 50 支应急防治专业队伍，组织防控
技术培训，开展应急防治演练，形成快速反应能力，发现
迁入沙漠蝗，立即组织扑杀。

小麦条锈病、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之外，全国农
技中心预测，2020 年中国水稻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态
势，全国棉花病虫害总体中等程度发生。

防控任务艰巨，保障继续加力。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通过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草案）》，细化完
善了监测预报、预防控制、应急处置等全链条防治制度安
排，为农业发展特别是做好今年重大病虫害防治、稳定粮
食生产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条例
让各地防治病虫害有法可依，将有效推动病虫害的防控，
对保证全年粮食丰收、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认真按照条例要求，压实属地责任，落实防
控措施，坚决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农业农村部种
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说。

南水北调中线正开足马力向冀豫补水。水利
部介绍，3月13日以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总干渠逐步输水流量加大至设计流量 350立方米
每秒，向河北河南两省 25条河流实施生态补水，
确保完成 2019—2020 年度华北地区 10 亿立方米
生态补水任务。

截至3月24日，中线工程向河北境内包括滏
阳河、七里河、泜河、滹沱河、沙河等11条河流
补水。对河南境内的湍河、白河、双洎河、十八
里河、淇河、安阳河等14条河流补水。

南水北调中线综合考虑汉江水情和丹江口
水库蓄水情况等，相机实施生态补水。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 24 日水情日报显示，丹江口水

库水位高程为 162.31 米，入库流量达 1260 立方
米每秒。根据水利部对今年防汛工作的安排部
署，丹江口水库需要保持水库消落期安全度汛
的正常水位，腾出库容，这为生态补水提供了
有利条件。

2017—2019年，中线工程连续三年利用丹江
口水库汛期富余水量向部分河湖实施生态补
水，累计补水 12.37 亿立方米。2018 年 9 月起，
水利部、河北省联合开展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河湖地下水回补试点工作，以南水北调中
线为主要水源，向滹沱河、滏阳河、南拒马河 3
条重点试点河段补水累计8.52亿立方米，三条河
流重现生机。

今年农作物病虫害偏重，中国各地已提前做好准备——

“虫口夺粮”保丰收
邱海峰 龚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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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病不做好防治可能会颗
粒无收。”

“草地贪夜蛾最喜欢吃玉米心叶，
如果防不住，最后几乎所有的叶子都
逃不过。”

随着气温回升，小麦条锈病等重
大病虫害陆续进入流行期，已在江
汉、江淮、黄淮南部和西南等麦区发
生，专家预计全年发生面积将达8.6亿
亩次；草地贪夜蛾去年首次入侵中
国，今年发生面积进一步扩大，预计
全年达到1 亿亩左右；沙漠蝗在东非、
西南亚罕见暴发，需严防其入侵并要
做好国内蝗虫防治……今年，农作物
重大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态势。形势
严峻，目前防控进展如何？还将采取哪
些措施？能否“虫口夺粮”保丰收？

南水北调中线向冀豫25条河流补水
本报记者 王 浩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大坪铺农场里的果树近日进入
挂果期，果农抢抓农时进行春管。图为 3月 28日，果农
在对果树灭虫。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大坪铺农场里的果树近日进入
挂果期，果农抢抓农时进行春管。图为 3月 28日，果农
在对果树灭虫。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随着疫情形势不断
好转，景区也逐步对外
开放。近日，江苏省宿
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
园梨花盛开，家长带着
孩子在园内尽情享受无
限春光。

陆启辉摄
（人民视觉）

景区开放
去看花

▲时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福建省漳浦县
六鳌镇地瓜种植农户们抢抓农时，在田间栽
种、护理地瓜苗。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