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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老百姓的一日三餐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基础。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
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认为：“确保
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充足的
食物供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和支撑。”

方中华向记者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方林
村所在的台州市迅速建立市、县、乡镇三级协
作联动机制，统筹做好粮油、肉类、禽蛋、蔬菜、
水果等食用农产品市场供应，引导粮食批发市
场、加工企业、经营大户提前营业，切实保障居
民“米袋子”“菜篮子”产品需求。如玉环市组
织3家大型超市增加库存50%以上，黄岩区紧
急调配20吨大米运往粮油供应紧缺乡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压实“米袋子”省
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全国人
大代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罗强和记
者分享了黔东南州守好“米袋子”“菜篮子”的
做法：按照保供 90天的目标来抓工作。防疫期
间，州级安排 8000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粮油生
产、肉禽屠宰等重点企业稳定生产，滚动储备
了粮食 5.7 万吨、食用油 4200 吨，确保粮油市
场供应充足。同时，进一步抓好市场监测，依
法打击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加大价格临时补贴
力度，有效平抑市场物价。

“针对生猪供应不足的实际，重点推进生
猪养殖加工一体化项目，预计全州全年产能
达到 230 万头，粮食、蔬菜、生猪生产能力
完全能够保障需求。”罗强信心满满。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部博士生导师张水波看来，各地政府应当
充分掌握本地市场供给信息，提前预判未来
市场形势，制定相应解决方案，更好守护老
百姓的一日三餐。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粮食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带来了山
东省粮食生产的最新进展：目前全省已播春
季粮食作物面积超510万亩，接近尾声。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夺取夏粮丰收对稳定农业基本盘、发挥‘三农’
压舱石作用至关重要。”李希信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为做好这
项工作，山东强化粮食稳定度考核，确保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不低于上年水平。山东今年预计
粮食播种面积12550万亩，比上年增加81万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
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分析，目前，国内夏粮
生产已进入成熟收获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
看，主要夏粮产区长势喜人，正在有序推进
收获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夏种工作
也已陆续展开，种子、农资等保障充足，为
全年粮食丰收创造了良好条件。

张改平认为，对保障粮食安全丝毫不能松
懈、丝毫不能含糊，要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安全有效供给。他建议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政
策的供给，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牢牢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强化耕地资源“量质并重”
和耕地保护“质量红线”的理念，逐步实现耕地
质量管理常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稻谷最低收购
价，增加产粮大县奖励。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
社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一级
巡视员李云才认为这很有必要。在他看来，国
内双季稻产量的潜力很大，应扩种双季稻，增
加口粮的生产供给。同时扩种大豆、玉米等油
料作物、饲料作物，提高复种指数，满足国内需
求，应对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

增强“端牢饭碗”的科技支撑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盐城市农科院副院长秦光蔚介
绍，开春以来，该市各级农业农村系统积极
应用各类“互联网+”平台，扎实开展网络备
耕工作，提供到村到户的“三农”信息服
务。通过微信群、QQ 群等线上平台，为农
民提供公益咨询服务、电商服务、便民服务
2300多人次，及时推送政策、市场、农情信
息和技术指导意见 7600多条，开展远程技术
指导843场次。

“此外，我们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
调减大麦、籽粒玉米等低效粮食面积，品种
区域布局更加合理。优质专用麦规模产业化
基地比例达一半左右，专用优质品种比例持
续提高。”秦光蔚说。

李希信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
力防治重大病虫害”。他表示：“山东省持
续加强防灾减灾。针对极端天气，我们每
次都印发做好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加强
灾后技术指导，督促农业保险机构及时理
赔，努力降低灾害损失。针对今年小麦病
虫害偏重发生趋势，加密小麦病虫害测报
频次，严密监测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重
大病害，开展群防群治、统防统治综合防
控。截至 5 月 13 日，条锈病防治面积已达
到 5371 万亩。”

全国政协委员石柯认为，随着国内农业
生 产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和 农 业 合 作 社 不 断 发
展，传统农业机械化的范畴已经不适用于
现代农业对生产设施和作业模式的需求。
他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先进、智
能农机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高水平农业
机械化。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严 瑜 李 婕 柴逸扉 常 钦

5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
参加联组会时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
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当前，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
裕、供应充足、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展望未来，中国有条件、有能力、
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旅行
业受到重创。以蚌埠市为例，封闭式
景区景点和影院、图书馆等文娱场所
至今仍在等待开业通知，部分中小微
文旅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

为了对冲疫情对文旅行业的负
面影响，蚌埠市迅速出台进一步加
快推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从投资、开发、经营
等多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鼓励和扶
持，在旅游民宿、企业挂牌、夜间文
旅消费、外地旅行社组团来蚌旅游
的市场开发、全民阅读等方面均给
予相应的财政补贴或奖励。引导支
持文旅企业利用当前“空闲时间”，
补齐景区景点的“历史欠账”，为下
一个旅游季的到来做足准备。目前，
市内多个景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园

区道路改造和餐饮酒店的提升。
近年来，我们一以贯之地把旅

游作为产业来培育和打造，努力摆
脱“故事一串串，就是没地看”的
尴尬，尤其要把历史文化资源变成
可讲、可看、可玩的旅游实物。但
这种投入跟进仅仅依靠地方政府难
以完全满足，需要靠政策刺激引导
社会资本注入。

未来，围绕“高质量”这个关键
词，蚌埠市还将本着精品化、标准
化、智慧化理念，着眼淮河文化元
素、突出蚌埠特色，加强前瞻规划，
进一步拓展旅游服务内涵，提升资
源配置能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让不同人
群都能找到喜欢蚌埠的理由。

（孔德晨 赵 勇整理）

气象卫星全球观测能力是人
类应对自然灾害的利器。当前中
国和美国都是拥有全球先进气象
卫星技术的强国，如何更好利用
国内的气象卫星高科技产品服务
全球，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的最好切入点之一。

为此，我们优化了风云气象
卫星全球布局，实现对印度洋、
西亚、北非等地区更好的观测
覆盖，着力弥补这些地区气象
观测盲点多的短板。实施风云
卫星国际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
制，国际注册用户在遭受台风、
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时，可申请
中国气象局调动值班的风云气象
卫星，为其防灾减灾救灾及时提
供信息保障。

目前，风云气象卫星通过天
地一体化的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向全球 104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资
料、产品，27个国家已经注册成
为“风云卫星国际防灾减灾应急
保障机制”用户，30个国家通过
数据绿色通道快速获取风云气象
卫星数据。

我们充分发挥基建强国优
势，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
地区提供充足的气象监测硬件和
数据，得到当地社会的普遍欢迎
和点赞。国外对我们“软件”方
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比如帮
当地建立气象数据的科学分析方
法、设备运转的长期维护、气象
科学人才的培训和培养等。

（本报记者 韩维正整理）

作为黄河流域唯一沿海省份
的省会和沿黄中心城市之一，济
南市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抢抓
发展机遇，积极服从、服务和融
入国家战略，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示范。

坚守生态底线，处理好开发
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
开展黄河沿岸综合治理和景观
提升，抓好黄河百里风貌带建
设，构筑黄河滩区湿地生态系
统。加强与周边区域的生态保护
联动，加快黄河堤岸生态治理，
打造集泰山山脉、南部山区、雪
野湖、济西湿地、齐河黄河湿地
等为一体的“南山北水”绿色生
态大走廊。

坚持高效集约，处理好产业
发展与城市功能布局的关系。加
快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
设集聚高端要素资源、对接京津
冀和长三角的“京沪会客厅”，推
动山东沿黄 9 市密切产业协作，
打造具有鲜明生态特征的黄河流
域经济增长极。

突出文化优势，处理好文化
传承与创新发展转化的关系。加
强文化融合，对名泉、泰山、齐
都、运河等优质资源整体策划包
装，规 划 建 设 黄 河 文 创 基 地 、
文 化 主 题 公 园 及 文 化 体 验 区 ，
打造儒 家 文 化 传 播 门 户 城 市 ，
深化国际友好交往，促进文化繁
荣交流。

（孔德晨 张 川整理）

让风云卫星服务全球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 张兴赢

打造绿色生态大走廊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殷鲁谦

给文旅行业再添把火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市长 王 诚

▶四川省达州
市渠县合力镇双土
村村民在晾晒收获
的小麦。

邓良奎摄
（人民视觉）

国是之窗

▶在河北
省唐山市曹妃甸
区，农民往插秧机
上添加提前培育好
的秧苗。

刘柬林摄
（新华社发）

▶在山
东省临沂市沂
南县，农民在
大棚内管理蔬
菜幼苗。

王彦冰摄
（人民视觉）

▶一台收割机在山西省运城
市盐湖区银张村进行田间作业.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一台收割机在山西省运城
市盐湖区银张村进行田间作业.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在湖北省利川市南坪乡马坪
村，村民们组成的插秧队正在插秧。

陈小林摄 （人民视觉）

▼在湖北省利川市南坪乡马坪
村，村民们组成的插秧队正在插秧。

陈小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