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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辉遗失咸安区四季家常菜馆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171463，特声明
作废。

胡宝珠遗失咸安区光阳摩托车行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22301197206245877，特声明作废。

胡宝珠遗失咸安区光阳摩托车行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 59 份（六联无金额限制），发票号码：
00004328-00004347 、00000729-00000747 、
00003972-00003991，特声明作废。

方涛遗失湖北中医学院中医骨伤科学专业毕业
证书，编号：10507120010500224，特声明作废。

熊贺飞遗失绿地控股集团武汉汉南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的绿地城项目（楼牌号A9-1-2204）发
票 2 张 ，发 票 代 码 ：4200171350，发 票 号 码 ：
02793741、04593382，特声明作废。

汪俊威遗失咸安区汪氏家常饺子馆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800006627，特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
见》，即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 19 日公
布。文件重点部署了哪些任务、如何确保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新一轮农村改革如何
发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20日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作了全面
解读。

今明两年必须完成5项硬任务

韩长赋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决胜
全面小康攻坚冲刺阶段的一号文件，是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交汇推进时期的一号
文件，是改革开放40年新时代农村改革
再出发的一号文件。

韩长赋表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
完成的硬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硬任务，文件把它摆
在突出位置，要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做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衔接。

第二项硬任务是抓好粮食生产。他
说，要稳定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5亿亩，粮食产
量保持稳定，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第三项，增加农民收入。到2020年，
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

第四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抓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重点抓好垃圾
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

第五项，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短板。文件提出要实施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加强农村饮水、道路、用电、住
房、物流、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其他领域也有硬任务，必须强化
时间节点意识，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工作
举措，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这些硬任务能
够按时按质收官交账。”他说。

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

一号文件提出，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总方针，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
策导向。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一个必须长期
坚持的重大方针。”韩长赋说，一号文件提
出了“四个优先”：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
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
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他强调，要优先把优秀的干部充实到
“三农”战线，优先把精锐力量充实到基层
一线，优先把熟悉“三农”工作的干部充实
到各地党政班子，建立健全“三农”工作干
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机制。

同时，坚持把农业和农村作为财政优
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加大公
共财政倾斜力度，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确保农业农村投入力
度不断增强、总量不断增加。

“优先贵在落实，要真正改变‘三农’

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
要的现象，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
任，把‘四个优先’的要求真正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并且和自己的政绩联系起来，
层层落实责任，动真格、见实效、能考核。”
韩长赋说。

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重头戏”

韩长赋表示，一号文件对新一轮农村
改革作出部署，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要以土地制
度改革为牵引推进农村改革。

他说，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扎实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妥善处理好、化解好遗留问题。这项
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今年要做好收尾工
作。同时，研究出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以后再延长30年的配套政策，确保政策
衔接。

据他介绍，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正
在继续深化的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
试点比较成熟的，如农村土地征收和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会在修改相关法
律基础上，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推开，加快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试点不够成熟的，如宅基地制度改
革，要稳慎推进，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
内容，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
用权的有效途径，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农房，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他同时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不搞私有化，坚持农地农用、防止非农
化，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得以退出
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

重点部署乡村治理工作

韩长赋说，现在一些农村婚丧陋习、
老无所养等不良风气有所抬头，有些地方
农村黑恶势力侵蚀农民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服务
动员农民的能力弱化，村民自治组织作用
发挥得也不够。

对此，一号文件在完善乡村治理机
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平安乡
村、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都作
出重点部署。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它关系到农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关系农
村社会稳定，也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韩长赋强调。

他还表示，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
障机制是一号文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同时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通
过这些措施，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带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
善乡村治理体系。 （据新华社）

集中力量攻坚“三农”硬任务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读

农技下乡
助春耕

2月21日，农技干部刘国良（左四）在
子长县丹头村为果农讲解苹果树修枝技
术。

近日，陕西延安市子长县组织农技专
家走乡村、入果园，帮助果农抢抓农时，修
枝备耕。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
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
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
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
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
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
营方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
重大举措，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
然选择，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促
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

《意见》要求，各地要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坚持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为引领相协调，坚持农业
生产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充分
发挥小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按照服
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的要
求，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

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小农户生
产经营能力，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改
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拓宽小农户增收
空间，维护小农户合法权益，促进传统小
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让小农户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意见》强调，各地要提升小农户发展
能力，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实施小农
户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小农户科技装备应
用，改善小农户生产基础设施。提高小农
户组织化程度，引导小农户开展合作与联
合，创新合作社组织小农户机制，发挥龙
头企业对小农户带动作用。拓展小农户

增收空间，支持小农户发展特色优质农产
品，带动小农户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鼓励
小农户创业就业。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
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进面向小
农户产销服务，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
提升小城镇服务小农户功能。完善小农
户扶持政策，稳定完善小农户土地政策，
强化小农户支持政策，健全针对小农户补
贴机制，提升金融服务小农户水平，拓宽
小农户农业保险覆盖面。

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本意
见实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重要
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委内瑞拉

停止与加勒比海三岛海空航线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21日电 委内瑞拉副总统

罗德里格斯近日宣布，委内瑞拉停止与位于加勒比海的
阿鲁巴、博奈尔和库拉索三岛间空中与海上航线，并称
委方决定重新审视与上述3地关系。

阿鲁巴、博奈尔和库拉索三岛靠近委内瑞拉北部海
岸，皆为荷兰王国组成部分，其中博奈尔为海外特别行
政区，阿鲁巴和库拉索为海外属地。罗德里格斯说，库
拉索地方政府同意为美国运送援助物资提供便利，此举
迫使委方作出上述决定。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反对派和一些国家提供
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一场心理战，目的是给委民众制造

“犹豫、紧张、担忧”的情绪。
近期，美国提供的多批援助物资抵达哥伦比亚和委

内瑞拉边境，美方希望物资进入委内瑞拉。委政府拒绝
接受援助，认为美方援助行为“虚伪”，并要求美国取消
制裁。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太阳
是去流浪了吗？”不少南方网友发出这样
的“吐槽”。原来自从入冬以来，我国南方
大部地区就出现了罕见持续阴雨寡照天
气，导致公众极少见到太阳。让不少人失
望的是，20日至21日，江南、华南等地出
现大雨甚至暴雨，未来阴雨天气将持续到
3月上旬。

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我国南方雨量
充沛，但出现这样的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
也是罕见的——

一是阴雨持续时间长。2018年12月
以来，江淮南部、江南及贵州大部、广西北
部、福建北部等地降水日数普遍有40至
55天，较常年和上年同期偏多10至 15

天；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
苏等7省平均降水日数均为1961年以来
同期最多。

二是日照时数显著偏少。江淮南部、
江汉、江南等地日照时数较常年同期偏少
5至8成，单日日照时数≤3小时的天数普
遍达55至70天；湖南、湖北、江西、浙江、
安徽、江苏日照时数均为1961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少。江苏、福建单日平均日照时
数分别为2.5小时和2.6小时外，上述其余
省份都不足2小时，湖南不足1小时。

三是伴随阶段性低温。南方地区阴
雨寡照期间伴随有阶段性低温，尤其是2
月7日以来，江淮、江汉、江南大部及贵州
中东部、广西北部气温偏低2至6℃，加重

了阴雨寡照的不利影响。
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是如何形成的

呢？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自2018
年9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
高，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有利于冬季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且稳定维持，加
上南支槽阶段性活跃，引导了大量低纬度
的水汽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同时，入冬
以来冷空气活动多，且势力较强，可以抵
达我国南方地区。冷暖空气频繁在南方
地区交汇，因而导致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罕
见的持续阴雨寡照天气。

气象专家表示，持续阴雨寡照和阶段
性低温天气对南方地区生产生活、交通运
输、人体健康等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油菜、蔬菜遭受湿
渍害，长势偏弱，露地蔬菜产量下降。设
施大棚光照不足，果蔬产量和品质都下
降。

尽管如此，太阳短期内似乎很难“上
岗”。中央气象台预计，2月下旬，江淮、
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仍将多阴雨
天气，大部地区降水日数有6至9天，累
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3倍；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3℃。其中20日至
21日，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
雨。3月上旬，南方地区仍多阴雨天气，
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
成至1倍。

南方罕见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将维持到3月上旬

俄罗斯

俄中关系是国际稳定因素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21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

日在莫斯科说，俄中关系是国际事务的稳定因素，俄方
重视发展俄中关系。

普京当天在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时做出
上述表态。他说，俄方与中方平等互利的双边关系是国
际事务的重要稳定因素，是良好经济合作的典范，有助
于保障欧亚地区安全。俄方同时也重视挖掘与印度关
系的潜力。

他说，俄罗斯将继续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市场，
并发展对外合作，包括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
一路”对接，这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序言”。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表示，目前俄美关系最关键的
问题仍是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美方应就此
问题诚恳表态，而非对俄无端指责。

普京说，美国先发展所谓的靶弹，而后又在欧洲部
署可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陆基“MK-41”通用发射
装置，这些举动公然违背《中导条约》相关条款。

美国

与朝会晤后还会有更多会面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1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

日说，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会晤
后还会有更多会面。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
时对媒体说，他与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晤“绝不会是最
后一次”。

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朝鲜不愿意弃核，并称他愿意
取消对朝制裁，但朝鲜需要首先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即将举行的美朝领导人第
二次会晤，双方重申愿致力于推动朝鲜实现“最终、完全
经验证的”无核化。

特朗普8日说，他和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于本月
27日至28日在河内举行。特朗普19日表示，实现朝鲜
无核化是美方的最终目标，他自己“并非特别急于”马上
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美对朝制裁仍将继续。

土耳其

重申加入欧盟意愿
据新华社安卡拉2月21日电 土耳其外交部21日

发表声明，重申加入欧盟的意愿，反对欧洲议会发起的
暂停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报告。

20日，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报告，呼吁欧
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暂停与土耳其进行入盟谈判。
其理由是土耳其漠视人权和公民自由、干预司法、与塞
浦路斯等邻国存在领土争端等。这项报告将在3月交由
欧洲议会表决。

土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土耳其“绝对不能接受”欧洲
议会的报告。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一直致力于为入
盟而改革，土入盟符合土欧双方共同利益。

土耳其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获得候选国
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但谈判过程阻碍重重。土
耳其2016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后因采取大规模肃清行
动并进行修宪公投，与欧盟多国产生纠纷。

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对加入欧盟的争议也在扩
大。2018年10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考虑以
全民公投形式决定是否继续谋求加入欧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