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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压舱石”
沉稳有力不惧风浪
日前在湖北省孝感市香润农业

示范基地，新型农机正在进行作业，
起垄、覆膜、铺设滴灌管，一台机器就
能完成。湖北十大职业农民之一、湖
北吴稻长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负责人吴斌说，农机不仅在水稻
种植上普遍使用，在蔬菜种植上的使
用也在增加，大大节省了人工，提高
了生产效率。

今年我国继续加强对农业与粮
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生产稳定发展。据农业农村部最
新数据，目前全国夏粮生产基础较
好，冬小麦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丰收
基础已经奠定。同时，春播进展快、
质量高，全国已播农作物9.5亿亩，完
成春播意向面积的70.6%。

中国农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中
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19》预计，今年
全国粮食产量将持平略增，价格保持
稳定。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将分别达
到2.1亿吨、1.3亿吨和2.6亿吨。国产
大豆的供给能力也将稳步提升。

不仅产量稳，质量也更优。瞄准
市场需要的绿色农业成为突出亮点：

全国175个县开展了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行动，300个县实施化肥减
量增效计划，150个县推进病虫全程绿
色防控行动，250个县推广旱作节水高
效技术，325个重点县开展整建制推进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更安全的农产
品、更节约资源的绿色生产，让中国
农业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广阔。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全国优质专用小麦面积
占比将达33%，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
点，优质稻谷面积增加150多万亩，高
蛋白大豆增加240多万亩，高产高糖
甘蔗增加60多万亩。同时，调减了河
北地下水超采区、江淮赤霉病高发区
和西南西北条锈病菌源区冬小麦300
多万亩，粮食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农业是稳定经济全局的‘压舱
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
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当前农业农
村发展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推进，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紧缺农
产品生产增长，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有利于稳定物价和经济发展全局。”

农民就业农村创业
势头好发展快

5月中旬，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
县东刘庄村，返乡大学生张晓东的种
植基地里，120多种多肉植物已进入
生长旺季。种植、管理、网络直播销
售、打包快递等环节有条不紊。这家
年销售额1200万元的公司，带动了
周边150多名农民稳定就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今年以
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等因
素，共同推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600
元，同比实际增长6.9%，增速与GDP
增速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相比，继续
保持两个“高于”的不俗成绩。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
源。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形势，不断
吸收着大量劳动力，为农民增收提供
了有力保障。3月末，全国农村外出务
工劳动力有17651万人，比上年同期
增加210万人。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
劳动力月均收入增长了7.0%，拉动城

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同时，在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也日

益增强。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手机成为“新农
具”，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为农民就业
增添了新动能。截至目前，全国返乡
下乡创新创业人员已超过780万人。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
长赵长保表示，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入推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各项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农村
各类新产业和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国
可以继续保持农民持续增收态势。

改革新进展
增强农民获得感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增
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
措，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件大
事。今年以来，改革又有新进展——

日前，天津等12个省份、山西运
城市等39个地市、内蒙古自治区托
克托县等163个县市区，被列为第四
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单位，改革任务计划到2020年10月
底前基本完成。

叶兴庆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一方面可以把农村资源要素活力
释放出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
方面有利于城市工商资本规范有序进
入农村，把农村资源要素优势和城市
工商资本、管理优势结合起来，使农村
资源要素得到更有效利用。

改革的效应让广袤农村蕴藏的
潜力不断释放。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52.9万个村完成清产核资系统上报
工作，占总村数的89.7%；超过15万
个村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确认集体成员3亿多人，累计向
农民分红3251亿元。

赵长保说，下一步将重点做好按
期完成清产核资、加快推进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等工
作，确定10个左右省份、部分地市和
县整建制开展试点，鼓励地方自主扩
大试点，力争试点范围覆盖到全国
80%左右的县级单位。同时，落实好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政策，扶持
2万个左右村开展试点示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
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
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
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
贡献世界。”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深入阐
释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
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的深厚底蕴，深刻
阐明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的特质与气质，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
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

了中华文明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
出更大贡献的气度与自信。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文明
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同其
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
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亲仁
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
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
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
念。”回溯历史，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
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
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
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展望未来，中华
文明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亚洲文明和世

界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

贡献，就应守正创新、与时偕行。中华
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文明经
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
相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放眼世界，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
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
创新。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
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
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才
能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
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
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
贡献，就应交流互鉴、兼收并蓄。中华
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
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
生发展。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
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
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
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
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
蓄中历久弥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人类社会创造
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

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
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
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坚
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才能不断创造出卓越的文明成
果，让中华文明更加熠熠生辉。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今日
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
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
贡献世界，我们就一定能让中华文明为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强大正能量，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
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华文明应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夏粮丰收在望 农业“压舱石”稳固
——乡村振兴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根基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立夏已过，今年第一季粮
食收成——以冬小麦为主的夏
粮，还有半个月就要大规模收
获了。据有关部门预计，今年
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获得
好收成，产量将保持较高水平。

丰收在望的喜悦不仅仅是
粮食生产。今年以来，各地通过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加快推动绿色
发展，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
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
村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成效。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随
着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举措的
扎实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根基不断夯实。

5月15日，河北省南和县郝桥镇前西村农民使用机械设备在麦田喷洒农药。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新华社莫斯科5月17日电（记者李奥）俄罗
斯总统普京17日表示，激光武器将决定俄国军队
在21世纪的战斗力。

克里姆林宫网站17日发表声明说，普京当天
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主持国防部与国防工业综合
体企业会议。普京在会上提议讨论如何利用高灵
敏度光电技术研制激光武器系统。

他强调，发展激光武器项目极其重要，因为此
类武器系统将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整个21世纪相
当大程度上决定俄军的战斗力。

普京还提议在会上就“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
系统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投入使用后的初步效
果进行研讨。

普京说激光武器
将决定俄军21世纪战斗力

5月17日，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索契，俄罗
斯总统普京（右）主持国防部与国防工业综合体企
业会议。 新华社/美联

越南向中国移交
15名犯罪嫌疑人

新华社河内5月18日电 在中国驻越南大使
馆协调下，越南警方17日向中国警方移交了15
名涉嫌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的中方犯罪嫌疑人
及手机等涉案物品。

据中越警方调查，今年3月中下旬，该团伙成
员持旅游签证进入越南，租赁某宾馆作为住宿和
违法活动场所，以虚假身份吸引中国投资人进入
微信群，借专家授课、推荐股票投资为名，依靠该
团伙操纵的股票价格走势网络平台，骗取投资人
大量资金。

我国成功发射
一颗北斗二号卫星

据新华社西昌5月17日电（李国利 邓孟）5月
17日23时4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我国北斗二号工程的第4颗备份卫星，也
是第45颗北斗导航卫星。卫星属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入轨并完成在轨测试后，将接入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为用户提供更可靠服务，并增强星座稳定性。

据了解，北斗二号系统建成并投入运行以来，系
统总体运行稳定可靠，服务性能满足承诺指标要求，
从未发生服务中断，定位精度由10米提升至6米。

目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根据
计划，2020年10月前，由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系
统共同提供服务；2020年10月后，将以北斗三号
系统为主提供服务。

吉林松原发生5.1级地震
当地已启动应急预案

新华社长春5月18日电（记者张楠）中国地
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6时24分在吉林松原
市宁江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
位于北纬45.30度，东经124.75度。

记者从松原市委宣传部获悉，当地已启动应
急预案，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有当地群众
表示，松原城区震感较为强烈，不少市民在地震发
生后来到街道上避险。目前，松原城区电力供应、
通信网络、供水供电正常。

5月18日，靠泊在青岛母港的“科学”号准备
解缆起航（无人机拍摄）。

当日，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
从青岛母港起航，将对全球最深海沟——西太平
洋马里亚纳海沟的一座人类从未探索过的海山进
行精细调查。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科学”号起航
探秘马里亚纳海沟神秘海山

卓达集团实际控制人投案自首
新华社石家庄5月18日电 记者从石家庄市

公安局获悉，2019年5月18日，卓达集团实际控
制人杨卓舒、杨汗青向石家庄市公安机关主动投
案。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卓舒、杨汗青等人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并对杨卓舒、
杨汗青等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 钟声

日前，美国一名有头有脸的高官，
对英国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
司开放部分 5G 网络的想法发出“警
告”，污称此举可能让中国“控制未来
的互联网”，并“用比特和字节来分化
西方联盟”。最近，美国又执意把华为
列为“不确定实体”，竭力进行打压。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官员不辞
辛苦，在世界各地奔忙，四处兜售“中国
技术有害论”，对源自中国科技人员的所
有发明创造都有一种偏执狂的敌视，不
断给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屎盆子。但是，
人间自有公道在，世人都知道，不论有些
人怎么扣屎盆子，香者自香，臭者自臭。

抛出“中国技术有害论”，是美国
一些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莫名嫉妒，
也是一种政治打压的借口，兼具技术

恐吓色彩和政治恐吓色彩，但政治企
图是其主要动机，迟滞中国前进的步
伐是其真实用心。

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 IPlytics 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5G 通信所
需的标准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中国
占有34.02%的比例，而美国的份额仅
为 14%。这正是一些美国人所担心
的。美国官员赤裸裸地宣称“5G是一
场美国只能赢的零和军备大赛”，“要
确保5G网络不被敌人掌握”，显示其
已将“冷战思维”扩散到科技领域，企
图用封闭小圈子捆绑世界科技发展。
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靠不实之词到
处混淆视听、招摇撞骗，靠政治打压阻
碍他国科技进步，只能让世人看清其
险恶心理和狰狞面目。

2018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预计
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

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
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8.5%，国
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十七位……
这些数字记录的，是中国从世界工厂
迈向世界级创新平台的脚步。这些事
实所承载的，是中国人民的埋头苦干
精神和创新创造能量。为什么说中国
科技创新成果就是“威胁”？如果说这
是“威胁”，掌握那么多尖端技术的美
国，是否成了世界头号威胁？！实际
上，美国从来都不吝啬用科技手段来
为其政治目标服务。有人就说，美国
对全世界进行监控。斯诺登揭露的真
相历历在目！美国人的逻辑是，自己
用科学技术干了坏事，他人也必然会
干！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国以自身科技发展造福世界，
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国人士的真诚点

赞。中国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
培育的“绿色超级稻”已在 18 个国家
试种推广，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蒿素挽
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面对探
索浩瀚宇宙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航天合作，使“嫦娥
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开启了月球探索
新篇章。中国承诺继续实施共建“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同各方一
道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
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大举
措。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注入的是信
心和机遇，中国技术为世界搭起的是
发展繁荣的桥梁。世界各国人民在互
利共赢的科技合作中都闻到了中国科
技创新成果的沁人芬芳，也闻到了美
国一些人肆意抹黑、诬陷中国科技创
新成果乌烟瘴气的异臭！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发展科学技术必
须具有全球视野。人为挑起“科技冷
战”，试图在科技发展的广阔田野上垂
下“铁幕”，阻止不了科技进步步伐。

“任何建立坚固壁垒的企图都必将令
人失望。过去在技术控制方面的努力
已经证明，无论是决定控制哪些技术，
还是执行这些决策，都是非常困难
的。”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特伯
格的警告，应当引起“中国技术有害
论”鼓噪者的反思。唯有开放创新，才
能繁荣发展。任何将全球科技合作拖
入泥淖的企图，必将激起全世界爱好
和平、渴望发展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任何人企图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
路上做拦路虎、绊脚石，最终只能失
败，也注定是徒劳的。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香者自香，臭者自臭
——“中国技术有害论”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