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依托 “三改一拆”、 “五水共治”、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抓手， 形成了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格局。 目前浙

江全省已创建美丽乡村先进县 58 个、 示范县 12 个。 图为浙江奉化滕头村风貌。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出版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乡村振兴战略开局有力
农业农村发展亮点频现

农业生产更绿色高效， 新产业新

业态蓬勃兴起， 农村改革扎实稳步推

进，乡村环境正向更宜居改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号角全面吹

响，全党全社会迅速行动起来，资金、

人力、技术纷纷投向农村。在这片广袤

的田野上，在夏粮的淡淡麦香里，正悄

然发生着一场巨变。

从增产到提质
农业转型升级提速

今年第一季粮食———夏粮再获好

收成：来自农业农村部的信息显示，夏

粮产量比上年持平略减，仍是丰收年。

特别是夏粮的主体是小麦， 口粮安全

有保障。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今年主动调

减了南方低质低效的早稻面积。”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说，

“尽管面积有所调减，但光温水匹配较

好，预计单产提高，还是一个丰收年。”

在继续保障了中国人的饭碗的同

时，粮食生产继续调优增绿。 农业农村

部预计今年全国玉米面积比上年减少

５００多万亩，水稻面积比上年减少 １０００

万亩以上，大豆面积约增加 １１００万亩。

各地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和

病虫全程绿色防控， 减少化肥和农药

使用量，推进玉米大豆轮作。今年耕地

轮作休耕试点面积 ３０００ 万亩的任务

已经落实，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

展态势良好。

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积极推

进。 各地按高质量发展要求引导结构

调整，通过调整优化区域布局，累计减

少生猪存栏量 ３４００ 万头，生猪生产加

快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南方水

网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得到缓解。

增添新动能
农村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

盛夏时节， 在江西定南县龙塘镇

忠诚村的定南思田农业荷花基地，荷

塘里的荷花竞相开放， 引来众多游客

赏景游玩。

基地负责人黎连富说， 通过赏莲、

采莲、 品莲及荷文化文艺表演带火了

乡村旅游，加工生产莲子、莲心茶等产

品又形成特色品牌，增加了农民收入。

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

宗锦耀介绍，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培育农

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农村电商持续快速发展。

上半年，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持续

火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 １６ 亿人

次，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０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全国农村网商超过 ９８０ 万家，带动

就业超过 ２８００ 万人。

同时， 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８ 万亿元， 同比增

长 ６．１％；实现利润总额 ５０００ 多亿元，同

比增长 ７．４％。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供新力量， 为农村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 为农民就业增收开辟了

新渠道，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新途径。 ”

宗锦耀说。

向改革要红利
农村改革稳步推进

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安徽省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 上半年进行了第

一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的分红， 每个

集体组织成员得到了 ３５０ 元。

从当年“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如今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分红利”，小岗村

正在探索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改革新路。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聚焦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和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两

大重点任务，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良好开局。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浙江三省市

已经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先行试点的 ２９ 个县也积累

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试点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农

业农村部继续扩大改革试点覆盖面，在

吉林、江苏、山东 ３ 个省开展整省试点，

并在河北石家庄市等 ５０ 个地市开展整

市试点， 天津市武清区等 １５０ 个县市区

开展整县试点。

让乡村更宜居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记者日前走进辽宁省盘锦市新兴镇

王家村， 看到村里小桥流水、 绿树掩

映， 街道两旁鲜花盛放， 篱笆小院里

蔬果满园。

王家村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积极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 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是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为此，各地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 以加强优

化村庄规划管理为引领， 正在推动形

成功能清晰、布局合理、生态宜居的村

庄建设格局。

这项工作的重点， 是加快治理农

村垃圾污水，推进“厕所革命”；鼓励农

民利用房前屋后发展具有乡土特色的

庭院经济， 推介一批美丽休闲乡村和

精品旅游景点，带动提升村容村貌。

农业生产方面，各地正在大力实施

畜禽粪污治理、 秸秆农膜回收处理、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等重大行动，实现投入

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

产业模式生态化， 加快形成种养结合、

生态循环、环境优美的田园生态系统。

新华社记者 董 峻 胡璐
范世辉 汪伟

（据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２４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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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中日关系发展民意基础
李克强会见日本众议长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刘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

李克强表示，中日关系保持健康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

国人民，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今年适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 希望双方按照中日之间四个

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落实好业已达成

的各项共识，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沿着正常轨道向前发展。

李克强指出， 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的背景下 ， 中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 ，

应当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自由贸

易体制。 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欢迎

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合作。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日方加强创新对话合作，共同推进

创新发展。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希望双方

继续用好议会交流平台，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

信， 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

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
经李克强签批，国务院印发《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

日前印发 《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 指出， 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科

技领域 “放管服” 改革要求， 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

管理机制，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调动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 激励科研人员敬业报国、 潜心研究、 攻坚

克难， 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多出高水平成果， 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通知》提出了四个方

面的政策措施。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
杨匏安， １８９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于广

东省珠海市 ， １９１４ 年毕业于广雅书

院 ， １９１５ 年东渡日本横滨求学 ， 其

间接触到西方各种流派学说 ， 学习

了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 。 次年杨

匏安从日本回到家乡 ， 后在澳门当

家庭教师。

１９１８ 年，杨匏安到广州时敏中学

任教务主任，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

记者。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匏

安执笔写就的长文《马克思主义》在该

报连续刊登 １９ 次，率先在华南地区系统

介绍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由此成为我国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

１９２１ 年， 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２年，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代理

书记，并继续通过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

开，决定国共合作，杨匏安受派到国民党

中任职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

后， 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代理部

长，同年秋季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

１９２５ 年，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杨

匏安和邓中夏赴香港会同苏兆征等发动

省港大罢工。 同年 １１ 月，杨匏安当选为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在国民党二大中当选为中

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１９２７年 ５月， 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

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

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 杨匏安以中央监察

委员身份出席中共八七会议， 之后前往

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开展革命运动。

１９２９ 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在中共

中央机关工作， 参加编辑党刊；１９３０

年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杨匏安因叛徒告密

被捕，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

曾亲自出面劝降， 都遭到杨匏安的严

词拒绝。 ８ 月， 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

义，时年 ３５ 岁。

新华社记者 徐弘毅
（据新华社广州 ７ 月 ２４ 日电）

山东省检察院、长春市检察院
已依法介入“长生疫苗”事件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陈菲） 记

者 24 日从最高检获悉， 山东省检察院、 长春

市检察院已依法介入 “长生疫苗” 事件。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 长春市人民检

察院按照吉林省人民检察院要求， 7 月 23 日

依法成立专案组， 对 “长生疫苗” 事件开展调

查。 目前， 专案组已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

引导调查取证， 做好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衔

接； 对 “长生疫苗” 损害公共利益情况及相关

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展开调查。 检察机关将积极

配合国务院调查组， 依法做好相关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 山东省人民检

察院 7 月 24 日决定， 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百白破疫苗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及相关行政机关履职情况进行调查， 并积极

配合国务院调查组， 依法做好相关工作。

吉林依法从严查处长生疫苗案件
对涉事责任者依照工作职能坚决查处严肃追责

新华社长春 7 月 24 日电 （记者段续）记者

２４ 日从吉林省纪委监委了解到，吉林省纪委监

委高度关注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疫

苗事件， 要求对疫苗事件涉及到的责任者依纪

依法，依照工作职能坚决查处，严肃追责。

目前， 吉林省纪委监委已采取三项措施抓

紧工作： 一是对反映长春长生生物及其主要负

责人的问题线索和信访举报进行梳理和调度；

二是责成驻省食药监局纪检组、 长春市纪委监

委在查清事实基础上， 厘清责任， 对省市食药

监部门相关责任人失职渎职问题， 依纪依法严

肃查处问责； 三是成立责任追究工作组， 对长

春长生生物改制、 生产、 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追责。

此前的 23 日， 吉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

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 长春长生生物违

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 性质恶劣， 触目惊心，

必须依法依规坚决严厉查处， 在前阶段工作的

基础上， 全力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和国家有关部

门工作， 强化责任加快推进案件调查， 尽快查

清事实真相。

同时， 要严肃追责问责， 对不法企业施以

重拳、 依法从严处理， 对不法分子坚决严惩，

对监管失职渎职的坚决严厉问责。 不论涉及哪

些企业 、 哪些人都要坚决严惩不贷 、 绝不姑

息。 此外还要举一反三， 对全省疫苗生产企业

进行全流程 、 全链条彻查 ， 切实回应群众关

切， 及时公布调查进展。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会谈
（上接第一版）中方愿重点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贸易投资、科技创新、金融等合作，

支持南非政府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改善

民生、推进社会转型的努力。

第三，双方要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在

合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早日落实双

方就便利人员往来、 加强文化和教育交

流等达成的共识，深化人力资源开发、旅

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第四，双方要加强安全执法合作。中

方愿同南方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合作。

第五，双方要密切在联合国、二十国

集团、金砖国家、气候变化“基础四国”等

多边框架内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反

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拉马福萨表示，南中人民传统友好，

两国建交 20 年来，南中关系不断巩固发

展，已超越双边关系范畴，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在区域和多边层面开展了富有

成效的合作。 两国特殊友好关系使两国

人民切实受益。南中继续加强政治互信、

扩大务实合作、加强科技和人文交流，深

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符合南方根

本和长远利益。 南非将继续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密切同中国在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中的沟通和协调，反

对单边主义，加强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

内斯堡会晤是五国去年开启金砖合作第

二个“金色十年”之后首次举行领导人会

晤，对金砖国家合作具有特殊意义。我们

要共同把握好金砖合作大方向， 不断巩

固战略伙伴关系， 发出坚持多边主义的

响亮声音，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

方将配合和支持南非主办约翰内斯堡会

晤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强调， 发展同非洲国家团结

合作是中方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再过

一个多月， 我和拉马福萨总统将共同主

持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南非作

为现任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 为论坛机

制建设和中非友好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中方期待届时同论坛非方成员一道，共

商新时期中非友好合作发展大计， 携手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拉马福萨感谢中方支持南方办好金

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 期待出

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表示将同中

方密切配合，共同办好这两场重大活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 拉马福萨为习近平举行隆

重欢迎仪式。

总统府前广场， 微风拂面， 阳光和

煦。中南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受到拉马福萨和夫人莫采佩热

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登上检阅台。仪仗

队行持枪礼。军乐队奏中国国歌。现场鸣

放 21 响礼炮。 习近平检阅仪仗队。 军乐

队奏南非国歌。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南方

主要官员握手。 拉马福萨夫妇同中方陪

同人员握手。两国元首夫妇亲切寒暄。拉

马福萨对习近平在南中建交 20 周年之

际访问南非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表示热烈欢迎。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

席上述活动。

新华社比勒陀利亚 7 月 23 日电
（记者赵熙 李建敏 ）23 日 ， 国家主席

习近平抵达比勒陀利亚， 开始对南非共

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晚 8 时 40 分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比勒陀利亚沃特克鲁夫军

用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南非

外长西苏鲁等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南非儿童向彭丽媛献花。 礼兵整装肃立

在红地毯两侧，行注目礼。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南非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习近平强调，中南建交 20 年来，两

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 实现了由伙伴关

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大跨越。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务实合作扎实推进，人文交流丰富多彩，

战略协作持续深化。 我期待这次访问期

间，同拉马福萨总统就双边关系、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推动新时期

中南关系再攀新高，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领导人将在

约翰内斯堡举行会晤。 我期待同其他金

砖国家、 非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一道， 共商合作

发展大计， 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提高

到新水平，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卢旺达国事访问

后抵达南非的。离开基加利时，习近平出

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机场举行的欢送

仪式。

两国元首夫妇亲切话别。 习近平赞

扬卢旺达在民族和解和国家重建进程中

取得的重要成就， 祝愿卢旺达实现更大

发展。 习近平表示， 感谢卢方的盛情款

待。我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人

民和卢旺达人民都珍爱和平。 中方愿同

卢方携手努力，共创两国人民美好生活。

卡加梅表示， 非常荣幸接待习近平主席

对卢旺达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成果

丰硕，进一步夯实了两国关系基础。卢方

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推动卢中友好

合作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卢方送行人员握

手道别。 卢旺达民众身着艳丽的民族服

装，用欢快的鼓乐和奔放的舞蹈，表达对

中国贵宾的友好情谊和惜别之情。 两国

元首登上检阅台。 军乐队奏中卢两国国

歌。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卡加梅夫妇在舷

梯前握手道别。

在南非期间， 习近平还将赴约翰内

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在结束南非之行后， 习近平将过境毛里

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

本报基加利 7 月 23 日专电 （特派

记者赵子顺）当地时间 23 日上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参观位于基加利

北部加萨博区的法维女子中学。

彭丽媛在卢旺达总统夫人珍妮特陪

同下抵达学校，受到卢旺达教育部部长、

加萨博区区长和法维女子中学校长等热

情迎接。 两名学生向两国元首夫人献上

鲜花。彭丽媛首先参观物理实验室，饶有

兴致地观看学生做串联并联电路实验。

随后，彭丽媛来到初三年级教室，观摩学

生们上地理课。 课堂上学生们关于中国

地理、 国情等问题的问答准确而充满自

信，彭丽媛频频点头称赞，并同同学们亲

切交流， 鼓励她们增加对中国的认识和

了解。当彭丽媛走进学校大礼堂时，全场

数百名学生起立并热烈鼓掌， 欢迎中国

贵宾。彭丽媛认真欣赏学生们合唱校歌、

用中文演唱中国民歌《茉莉花》并表演富

有当地特色的舞蹈。之后，两国元首夫人

同学生演员们合影留念。 学生代表向彭

丽媛赠送手工作品， 彭丽媛向校方赠送

教学用品。彭丽媛表示，教育是实现国家

发展、人民幸福的基础。 作为一位妻子、

一位母亲， 我衷心希望所有的孩子特别

是女孩都能够接受良好教育， 享受平等

权利。希望中卢两国加强教育交流合作，

培养出更多中卢友好的使者。

法维女子中学是卢旺达公立寄宿制

学校，在校生主要来自中低收入家庭，教

学水平和学生成绩在卢旺达女校中名列

前茅。

台风“安比”北上，京津辽迎明显降雨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伴随台

风 “安比 ”北上 ，北京市 、天津市及辽宁

省等地均受到明显影响，普遍出现降雨

天气。

伴随台风 “安比 ” 来袭 ， 北京市

23 日 20 时起自东南向西北出现降雨 ，

东部地区大雨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截

至 24 日 11 时， 北京市平均降雨量 34.0

毫米 ， 城区 44.9 毫米 ， 最大降雨出现

在通州永乐店， 为 139.8 毫米。

受台风 “安比” 影响， 天津市普降

大到暴雨 ， 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 从

23 日 20 时至 24 日 14 时， 天津全市平

均降水量为 118.6 毫米， 最大降雨出现

在市区的福方里， 为 237.1 毫米。

24 日上午，天津市多个路段积水严

重。 据天津市交管部门介绍，截至 24 日

12 时，天津因强降雨造成积水而采取交

通封闭的点位一度多达 83 处，天津交警

派出巡查车持续不断地在全市各积水点

位进行巡查，努力组织交通疏导。

辽宁省朝阳、 葫芦岛地区 24 日上

午出现小雨， 局部出现中雨。 据辽宁省

气象台预计， 24 日中午到夜间朝阳地

区及绥中、 建昌暴雨， 局部大暴雨， 锦

州 、 阜新地区及葫芦岛市区 、 兴城大

雨， 局部暴雨， 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

水等强对流天气 ， 其他地区小雨到中

雨。 预计 25 日白天到夜间全省阵雨或

雷阵雨。

受台风影响的上述地区各级防汛部

门正加快排水作业， 多举措处置各类险

情。 北京排水集团共出动抢险单元 229

组 、 人巡打捞组 174 组 、 设备抢修组

42 组。 截至 24 日 9 时， 北京排水集团

50 座雨水泵站开启运行 ， 累计抽升雨

水 4.06 万立方米 。 同时 ， 北京市相关

部门对已受损或存在危险的路段 、 河

道、 沟道等， 设立警示标志， 严禁人员

进入。

面对严峻汛情， 天津市各级防汛部

门全员上岗，加快排水作业。 39 处易积

水地区“一处一预案”全部启动，排水设

备第一时间就位，245 座泵站、60 台移动

泵车全部开车，1700 多名排水职工全员

上岗。

多地防汛部门提醒， 山区强降雨可

能诱发中小河流洪水等地质灾害， 公众

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

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