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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如期完成“三农”硬任务的总部署
——透视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四大信号

据新华社长沙2月19日电（记者帅才）毛泽
民，1896年生，湖南湘潭韶山人。1921年参加革
命，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
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毛泽民辗转上海、
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
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1931年毛泽民任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在短时间
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
多种货币混乱流通等困难和问题。

1933年5月，毛泽民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
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
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
作。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苏维埃中央政
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15大队，毛泽民任大
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
供给部副部长。时人称15大队为“扁担上的国家
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
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1936年2月，毛泽民任中
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
不染。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
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
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
职。令人痛心的是，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在新
疆捕杀共产党人。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
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
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
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
贞不屈，视死如归，坚定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
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
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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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计划”已累计培养
3000余名优秀中学生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张泉）记者
从18日召开的“英才计划”2018年度工作总结会
暨专家咨询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获悉，“英才
计划”五年来已累计培养3000余名品学兼优、具
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中学生。

据介绍，“英才计划”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共
同主办，主要任务是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
力，具有创新潜质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在为期一年
的培养过程中，使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
程，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学志
向。共有15个省份、20所高校等参与培养工作。

2018年10月，教育部将“英才计划”纳入《教育
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的意见》，为“英才计划”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1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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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宗明义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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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权威
专家，就文件精神进行全面解读。

对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三农”硬任务

意见提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适
应国内外复杂形势变化对农村改革发
展提出的新要求，抓重点、补短板、强
基础，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
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今明两年的硬任务有哪些？这
份全文11000多字的文件提出的有：
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建成8亿亩
高标准农田，实现农村人居环境阶段
性明显改善，基本完成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等，涉及脱贫
攻坚、人居环境、乡村产业、农村改革
等诸多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叶兴庆说，之所以说是“硬”任务，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可或缺性，脱贫攻
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粮食安全
等都是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重要方
面。二是紧迫性，从现在起到2020年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只剩下两年时间。
三是艰巨性，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需要
付出真金白银，需要真刀真枪地干。

落实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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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要求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
到“三农”这个战略后院能否守住，农
村工作硬任务能否按期完成，农业农
村现代化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如何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文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
把落实“四个优先”的要求作为做好

“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优先考虑
“三农”干部配备、优先满足“三农”发
展要素配置、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
入、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

中央农办秘书局副局长罗丹说，
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
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的根本政
治保证。党管农村工作是优良传统，
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必须贯彻到“三
农”工作方方面面，进一步健全党委全
面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
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真
正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变成
全党全社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保障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
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风险和困难明显增
多。如果农业出现大的滑坡，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出了问题，不仅会带来物
价上涨，使经济发展陷入增长下行和物
价上行“双碰头”的被动局面，而且会影
响社会稳定。必须始终绷紧端牢“饭
碗”的弦，把加强农业特别是抓好粮食
生产的政策举措落到实处。

对此，文件提出围绕“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并部署了稳定粮食产量、巩固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实施重要
农产品保障战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根本要靠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立
足未来，要加快攻克基因编辑技术、合
成生物学技术、干细胞技术、智能化技
术等颠覆性技术，推动农业多领域实现

“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激发活力

文件对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作出
要求，专门用了一个章节部署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

专家表示，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
农村改革始终是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要有底线思维，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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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深化农
村改革的迫切任务和重要内容。中国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认为，当前需要对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进行探索和完善。同时，加快补齐农
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不仅要
解决投资主体的问题也要重视维护工
作，只有建立建设、运营、维护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机制，才能让其真正运转
并发挥出应有效益。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程国
强表示，落实一号文件精神，各地不能
有“等靠要”思想，应大胆探索，通过创
新制度供给，引导优质要素向乡村合
理流动和有序汇聚，解决制约农村发
展的人、地、钱的问题。要注重改革

“三农”工作管理体制，探索新型城乡
管理、公共服务新体系，转变职能，理
顺关系，提高效率。他还强调，建立地
方党政“一把手”挂帅的、统筹城乡的
综合配套改革领导机制，能够切实增
强工作执行力。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
董峻 于文静 高敬 胡璐）

2018年 10月，第四届军民融合
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上，我国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200余项展品集
中亮相，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全面
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参观人群中有许
多两院院士的身影，也有来自军队基层
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对习近平主席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牢记于心。

创新驱动，一个指向未来的宏伟
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深刻
把握世界军事发展大势和我军所处历
史方位，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擘画科技创新蓝图，为强军兴军
注入了强大动力。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
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
先机、赢得优势”

阳光和煦，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国
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一栋橘红色大
楼外墙上，“天河”两个大字格外醒
目。近千平方米的主机房内，由国防
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制的我国首台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
号，排列成13行，犹如列队受阅的方
阵，正高速运转。

如今，天河一号又添了一个新伙
伴——天河三号原型机系统，该系统
研制成功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高
性能计算已开始向百亿亿次级的“E
级”超算迈进。天河三号超级计算机
将实现所有元器件的国产化，预计两
年后投入使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计
算机学院院长廖湘科介绍说，5年多前
习主席视察国防科技大学并接见学校
科技创新团队代表，为科研人员坚持以
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注入了强大精神
动力。天河二号研制成功后，创新团队
立即全力投入到天河三号的研制攻关，
向新的“中国速度”冲锋。

“习主席和科技创新团队代表一一
握手、亲切交谈，询问教学科研和生活
情况，勉励大家埋头苦干、再接再厉，在
新的起点上不断取得更大成绩。”廖湘
科回忆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他说，
习主席参观了学校科研成果展示，在不
大的展厅里，他一边看一边问。

在2015年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上，习主席接见了廖湘科等
获奖代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获得者、“天河一号高效能计算
机系统”项目第一完成人，廖湘科代表
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
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机，习主席
对创新驱动作出深刻阐述——“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
途命运”“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
局的重要位置”“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
发展必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
变”……统帅号令，激励全军广大科研
人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紧在一
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力争
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
的转变。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你们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我
一直惦念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成果、
带好队伍，为强军兴军作出更大贡
献。”2018年5月16日，习主席视察军
事科学院的暖心话语，让在场的每一
名军队科研工作者深受感动。

那天，习主席来到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考察相关科研工程进
展情况，看到不少成果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习主席很高兴，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之后还专门看望了在军
事科学院工作的两院院士，关切了解
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在一幅幅展板、一件件实物前，
习主席看得很仔细，不时驻足询问，详
细了解科研项目进展情况。我们真切
感受到，习主席对军事科技创新很重
视，对科技工作者真关心、真爱护。”中
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研究员金宁一说。
在金宁一的记忆里，不论是全军

装备工作会议，还是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不论是向军事科学
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授军旗
致训词，还是两会期间和军队人大代
表座谈交流，习主席多次阐述科技创
新的重要性。

“习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深刻
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
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金宁
一深有感触地说，军事核心技术更是
买不来的，习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为
军事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擘画了宏伟蓝
图，指明了具体方向。

从红山脚下到湘江之畔，从荆楚
大地到黄浦江边……习主席擘画的科
技创新宏伟蓝图，指引并鼓舞着全军
教学科研人员以高昂的斗志投身到火
热的科研创新实践中。

“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战斗力”

2018年8月，一篇题为《习主席视
察过的武器装备》的网文在微信朋友圈
里刷屏：从海口舰、辽宁舰，到两栖突击
车、轰—6K新型轰炸机，习主席视察过
的武器装备几乎涵盖了各个军兵种。

仔细浏览着这篇文章，中部战区
陆军某师营长郭国华心情难以平静，
2018年1月3日，习主席来到该师训
练一线视察。

“那天天气特别冷，习主席对军事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尤为重视。”郭国华
说，高新武器装备凝聚了科研工作者
的智慧和心血，但他们毕竟不是武器
装备的直接操作者，基层掌握娴熟后
才能最终转化为战斗力。

“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
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
供强大科技支撑”……有人把2017年
的春天称为“科技兴军的春天”。这是
因为习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围绕推
动科技兴军作了深刻系统阐述，发出
了科技兴军的动员令。

多次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副参谋长、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韩庆波觉得，随着国
防科技的快速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大
力培养精通新装备的创新人才，让新
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他深有感触地
说，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成为官兵心
头的烽火、奋进的誓言。韩庆波所在
部队新装备科技含量高，新装备到底
如何训练、如何作战、如何保障等问题
是他们研究思考的问题。

科技兴军的征程中，广大官兵处
于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前沿，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基层官兵大
有可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军
官兵胸怀报国之志，坚定创新信心，必
将在科技兴军实践中交出精彩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新
华社记者吴登峰 解放军报记者陈国
全 周远）

走进科技创新的春天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莲仁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东
利国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32717201以及公司公章、
财务章、合同章与个人私章“黄雪
莲”以上事项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雅之阁西餐厅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60106600067992；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10319860209091XA1，声明作
废。
▲许馨尹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椰林
镇文化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陵国用（椰）第12506，特此声明。
▲许馨尹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椰林
镇文化路商住楼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椰林私字第8778号，
特此声明。
▲ 云 翠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22197103020027，特 此 声
明。
▲三亚爱瑞德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注册号:
460200000200624；税务登记证
副本，证号:46020039441044X；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39441044-X，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中银信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29406275-6，声明作废。
▲黄振龙不慎遗失建设用地规划
许 可 证 ，证 号 ：地 字 第
469034201800717号，声明作废。
▲五指山水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90015730924323，特
此声明作废。
▲临高景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0088501，声明作废。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嘉和日盛物业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141814，声明作废。
▲海南喜派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
4600052000997，声明作废。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副本
号:9-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62014842249 ，现声明
作废。
▲琼海嘉积香香菊医药咨询服务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2MA5RGW793K，特 此
声明。

广告

债权转让通知
海南和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你司
拖欠的（2015）海仲字第82号裁决
书确认的债权至今未还。现我司
与 王 玉 （ 身 份 证 号 ：
120109197301250081）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我司享有的（2015）
海仲字第82号裁决书确认的债权
转让依法转让给王玉，由于你司下
落不明，我司特公告该债权转让的
事实，现由王玉行使债权人的一切
权利。特此通知。海南鑫成典当
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解除租赁合同公告
海口三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贵我双方于2016年4月8日签订
《租赁合同》，于2017年4月1日和
2017年 5月 23日分别签订两份
《补充协议》，截止2019年2月20
日，贵司已欠缴我司三个月租金，
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相关
规定，我司决定于2019年3月1日
解除上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
议》并收回租赁物。请贵司在
2019年3月1日前结清相关费用，
逾期造成的损失由贵司承担。

海南振业新合纤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0日

▲三亚利声翔百货商行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203MA5RDKAP47，声
明作废。
▲李小玲不慎遗失汇美舍员工培
训保证金押金条收据一张，编号：
0003127 金额:1000 元，声明作
废。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 ：4600163160，发 票 号 码 ：
00704578，特此声明。
▲临高县美台卫生院遗失临高县
美台卫生院医疗专用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儋州海汽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琼
F00955车辆道路运输证正副本各
一本，证件号为 469003009338
号，声明作废。
▲海南协谊美好家园度假村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东利国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为 J6410030570801，
现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泓远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9034600142818，现声明作废。
▲崔晓燕不慎遗失销售不动产统
一 发 票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246001590619， 发 票 号 码:
00079860，特此声明。

旺铺及旅馆招租
三亚风情小镇临街旺铺1500平米
（建面）招租及1500平米（建面）休
闲度假旅馆招租，均可分租，一手直
租。18808989239，13976085239

乐东县尖峰镇白沙村场地出租
占地16亩地。其中有一层4间建筑
面积3400m2、两层一栋建筑面积
350m2，共计：3760m2。租金 200
万，租期7年。适合苗圃、仓储，有意
者致电13005096553张女士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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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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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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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注销公告
海南仁济医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弘毅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赢通建材有限公司（代码
91460100MA5RD2UF0T）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到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佳汇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 91469003MA5T42L2X2
向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东方八所镇新农村勤农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拟向东方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东图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ETUN5N）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超腾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张瑞丰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官证
编号:公现役字第0918697号，特
此声明。
▲海南德众平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众泰牌车辆合格证，合
格证编号：WDJ04TJ50003247,
车架号：LJ8F3C5H9JE026535，
特此声明。
▲王志国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和平
大道56号国森花园4幢2D房的
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
明书，分割证编号：200501989,声
明作废。
▲刘若鹏不慎遗失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建筑工程专业,特此声
明。
▲陈晓云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玉沙
路5号国贸中心30C房的房产证，
证号：海房字第HK111890号，声
明作废。
▲陈晓云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玉沙
路5号国贸中心30C房的房屋国
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编
号：200617088，声明作废。
▲杨进礼遗失坐落于陵城镇北斗
北文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陵国用（陵城）字第01965号，声明
作废。
▲冯亚生遗失岩土工程正高级工
程师证，证号：0111075，特此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