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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1 日给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全文
如下：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

你们好！来信收悉。得知你们圆
满完成学业、成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
院的首届毕业生，而且学有所思、学有
所获，我感到十分高兴。

你们在信中表示，促进公平、包

容、可持续发展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这正是中国倡导建立南南学院的初
衷。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
强、应对挑战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发
挥好南南学院的平台作用，推动开展
南南合作，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
走上发展繁荣之路。

作为首届毕业生，你们满载荣耀，
使命光荣。希望你们坚持学习、学以
致用，行远升高、积厚成器，努力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
为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领导者。希望
你们珍惜同各位老师、同学、朋友在中
国结下的情谊，书写你们国家同中国
友好合作新篇章，成为全球南南合作
的践行者。

请代我向你们的家人问好，欢迎
有机会再回中国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2017年10月11日

2015年9月，习近平在出席联合
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中国
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16
年4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正式成
立。学院旨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
高端人才，搭建发展中国家沟通交流
平台，推动南南合作为世界共同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南南学院首期项目2016年9月
开学，共录取来自27个亚非拉欧发展

中国家的48名政府官员、议员、金融
从业者和学者作为硕士、博士学员。
2017年7月6日，南南学院首届26名
硕士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现场朗读致习
近平感谢信，感谢中国政府给予他们
提升知识水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成
功经验机会，表示他们在南南学院学
习到了清晰理念和丰富管理知识。相
信南南学院将助力学员们成为各自国
家改革发展的成功领导者。

习近平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

农业绿色发展之路更清晰
———从秋粮丰收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从秋粮丰收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

今年湖南省共有79个县市区落
实高档优质稻1026万亩，比去年增
加了350万亩。湖南省农委主任刘
宗林说，自9月中旬陆续上市以后，
这些优质稻全都成了“抢手货”，种植
户因此亩均增收200元以上。

在稳定口粮品种的基础上，今
年我国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据农业部预计，籽粒玉米面积
调减约2000万亩，市场紧缺的大豆
面积增加约700万亩，杂粮杂豆增
加约600万亩，青贮玉米和优质饲
草增加约500万亩，马铃薯增加约
200万亩。

曾衍德说，扩种青贮玉米、优质
饲草等作物，有利于促进农牧深度融

合，实现就地过腹转化。目前东北地
区玉米过腹转化、加工转化已呈现发
展的好势头。

与此同时，市场紧缺的优质强筋
弱筋小麦面积占27.5%，比上年提高
2.8个百分点。优质稻、加工专用稻面
积比例达到80%以上，比上年提高1.5
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农业部还积极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订单生产促进
产销衔接，保障了农民增产增收。全国
粮食作物订单面积4.2亿亩，增加5000
多万亩。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达到2400
多万亩，比上年增加200万亩。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
者董峻 胡璐）

“称出来了，1602 斤。”安徽省
定远县 53岁的农民孙世玉欢喜地
告诉记者，他没想到今年当地连续
20 多天的高温，接着又下了近半
个月的雨，还能有这么好的收成，
而同村人用了其他种子的亩产最
高1200斤。

孙世玉的家里有 40亩地。今
年他选择的稻种是当地政府推荐
的、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的“隆两优华占”。在广适
性方面，这个品种具有耐高温、耐低
温，适用中低肥、少打药的特征。

孙世玉的丰收喜悦，从侧面展

现了民族种业发展在助力粮食生产
方面迈出的重要步伐。近年来，部
分地区在粮食生产时节遭遇天气方
面的不利影响。我国民族种业面对
市场需求，不断研发创新，实现了自
主选育品种的高产质优，保护了农
民利益。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
玲表示，这几年我国种子企业不断
加大科研投入，创新能力有了显著
提高。目前种子企业前五十强每年
的研发投入达13.8亿元，占到了销
售收入的7.4%，已经接近国际上的
研发投入水平。

在吉林省松原市民乐村，今年整
村实现玉米耕地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
将玉米秸秆就地粉碎覆盖还田。这个
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志峰说：“秸秆还田
后水肥不流失，关键土地越来越有‘劲’
了，连续还田4年的地今年就少施肥
25%，而玉米单产还增加了30%多。”

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

衍德介绍，今年秋粮生产调“绿”有
了新进展。他具体概括了三方面的
变化：

生产布局加快优化。华北地下水
超采区、西南小麦条锈病菌源区、江淮
赤霉病易发区调减小麦面积500多万
亩。同时，推广小麦节水品种面积
4000万亩。

轮作休耕稳步推进。今年我
国继续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
点，实施玉米大豆轮作1000万亩，
比上年增加 500 万亩，实现种地、
养地相结合。

在河北地下水漏斗区、湖南重
金属污染区、西南西北生态严重退
化地区，实施休耕200万亩，比上年

增加84万亩。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深入推进。

农业部深入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选择200个县开展化肥减
量增效试点，有机肥替代化肥呈现良
好势头；建设600个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融合示范片，绿色防控面积扩
大，化肥、农药用量继续减少。

金秋十月，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农机
在轰鸣工作，辛勤的人们正忙着让颗粒归仓。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近七成。据农业部初步预计，在今年继续调整
优化种植结构的背景下，粮食产量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同时，粮食生
产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绿色发展的导向更加清晰。

轮作休耕、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

让粮食生产过程更绿

民族种业发展助力
粮食生产

理顺结构和产业促进
农民增收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新媒体
专电（记者王璐）日前国资委公布的数
据显示，1月至9月，央企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18.3%，工业企业的
增收额对中央企业整体收入增量的贡
献达75.3%。央企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24%，增利额占中央企
业利润增量比重为64%。

“工业领域里供求关系进一步
改善，产能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工业央企效益也大幅回升。”国资
委总会计师沈莹表示，今年实体企
业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工
业企业、大型企业发挥了较好的支
撑作用。

国企人士向记者表示，重视科
研创新、转型升级是工业央企效益
增长的重要原因。“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步伐正在加快。”沈莹在谈及
央企前三季度表现时说，今年以
来，央企“进的动能”更加有力，重
点就体现在工业企业、建筑企业这
两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她表示，传
统产业这几年通过更新改造，引用
新技术，改进工艺，创新商业模式，
使得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运行

效率有很大提高。
为培育壮大新动能，央企一方面

在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布局，
另一方面则加大创新力度，激活传统
产业存量，打造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据了解，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研发
经费累计投入1.7万亿元，约占全国
的四分之一。高端制造、科研、现代服
务业等行业收入增长24.1%，高于中
央企业平均水平。沈莹表示，央企更
新改造方面力度比较大，例如石油石
化、建筑、钢铁等传统产业就通过技术
工艺创新提高附加值、打造高品质、焕
发新活力。

有专家认为，工业央企前三季度
的抢眼业绩是多方面改革举措的成
果，其中去产能、降成本工作的推进
为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根据国资
委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央企钢铁去
产能595万吨目标已提前完成，煤炭
已完成去产能2388万吨，累计重组
煤炭产能达1亿吨。同时，“压减”工
作成效明显，央企目前已累计减少法
人 单 位 6395 户 ，减 少 比 例 达
12.3%。此外，国企“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任务总体也已过半，企业剥离办

社会职能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通过
对重点困难企业集团改革脱困，同比
减亏增利达到122.3亿元。此外，今

年以来，中央企业成本费用的增幅始
终低于收入的增幅，成本费用利润率
同比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三项费用

的增速持续放缓，低于收入增速8.2
个百分点。“这大大拓展了企业盈利
空间。”沈莹说。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3%，增收额对中央企业整体收入增量的贡献达75.3%

前三季度央企工业领域业绩抢眼

新华社发

10月17日，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
国内首台ZH-65型蒸汽发生器在位于广州南沙
的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吊装出厂
并装船运往福建。这标志着中国第三代核电设
备自主设计制造能力已经成熟，中国核电装备制
造技术和水平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新华社发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
首台ZH-65型蒸汽发生器出厂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8日电（记者潘清）陕西
旅游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这也是证监
会系统首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

作为创新债券品种，项目收益债券综合考虑
项目融资需求、资金用途和项目收益，通过实现

“借、用、还”相统一的方式，为企业开拓项目融资
新渠道。

业内评价认为，证监会系统项目收益债券试
点起步，通过资本市场为企业开拓项目融资新渠
道，解决了项目周期与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有效降
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此举也有助于丰富交易所
债券市场内涵，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证监会系统项目
收益债券试点起步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刘慧）中国基
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8月底，我
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达到11.06万亿元，攀上11
万亿元的新台阶。

与此同时，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12
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5家，内资公司67家；取
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
子公司共12家，保险资管公司2家。

值得注意的是，撑起公募基金规模半边天的
货币基金8月底规模达到62979.59亿元，占公募
基金规模超过一半。7月底，货币基金规模为
58573.56亿元，8月增加了4406.03亿元。

公募基金规模
突破11万亿元

新
华
社
发

10月17日，读者参加《不忘初心——图说廖
俊波的故事》新书发布会。

当日，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不忘初心
——图说廖俊波的故事》新书发布会在福州市鼓
楼区鳌峰坊书城举行。该书以绘本形式，展现廖
俊波同志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及其多年来坚持不忘
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的精神。 新华社发

《不忘初心——图说廖俊波的故事》

新书发布会在福州举行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8日电（记者阳建）18
日，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与德国风电巨头森维
安公司（Senvion）签署框架供货合同，未来三年
将向后者出口至少100台3.7MW-144机型风力
发电机。这是我国兆瓦级风力发电机首次批量打
入欧盟，也是中国风电装备在全球高端风电市场
的新突破。

根据框架供货合同，未来三年，中车株洲电机
与德国森维安公司将在兆瓦级风力发电机领域展
开深度合作，将3MW系列发电机产品装配并运
转在欧盟、北美、澳洲等风电市场。随着此次批量
出口的实现，中车株洲电机的风机将占据森维安
公司50%的产品需求。

据中车株洲电机公司董事长周军军介绍，该
款发电机的噪音控制技术远超国内行业水平，也
高于全球行业标准，将配套森维安公司对噪音要
求极高的风电机组。同时，在风机设计开发过程
中践行了平台化理念，设计出了能满足各种变体
外部接口的主体结构。

我国兆瓦级风力发电机
首次批量打入欧盟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