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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元旦春
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

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做好节日
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国各族人民度
过喜庆祥和的节日。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心困难群众冷暖，扎牢民
生保障“安全网”。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要求，全面落

实社会保障政策，广泛开展走访慰
问、帮扶救助等活动，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和温暖送
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加大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特别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困难
老年人、精神病人、危重病人、残疾人
的帮扶救助和安全保护力度，做好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等的关心关爱工作，让
各类特殊困难群体有饭吃、有暖衣、
有避寒场所。

做好受灾群众冬春基本生活保
障和救助工作，确保他们安全温暖
过冬。

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依法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维
护劳动者权益。

二、保障市场供应，满足群众节
日消费需求。

加强煤电油气运供需监测和协
调保障，做好煤炭、天然气迎峰度冬
保供稳价工作。全面落实“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扎实做好猪肉等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供稳价工作，切实保障城
乡居民“菜篮子”产品需求，注意防止
物价联动上涨。

加大对餐饮住宿、购物娱乐、景区
门票、停车收费等民生重点领域价格
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三、弘扬主流价值观，丰富群众
节日精神文化生活。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围绕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
创作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高质量文化文艺产品，开展形式多
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

广泛开展乡村春晚、庙会灯会、
花会歌会、舞龙舞狮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四、用心做好春运工作，保障群
众安全便捷满意出行。加大运力供
给，注重挖潜提效，最大限度满足群
众出行需求。

五、加强公共安全治理，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六、强化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
局稳定。

七、加强关心关爱，激励广大干
部新担当新作为。

八、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
防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九、认真做好应急值守，保证节
日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部署节
日期间有关工作，确保通知精神落
到实处。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国
人权研究会26日发表《金钱政治暴露

“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一文，揭露了
金钱政治是美国政治对立尖锐，社会
撕裂严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富人
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力则日渐缩小，金
钱政治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流
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当代

美国政治的本质。文章指出，金钱充
斥美国政治全过程，成为美国社会挥
之不去的顽疾。

在选举方面，美国的金钱政治把选
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文章
介绍，21世纪以来，美国两党总统候选
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元，
快速增加到 2012 年的 20 亿美元。
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
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
同时，大量秘密资金和“暗钱”也

注入美国选举活动。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新闻网2018年报道，美国财政部宣
布不再要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报告捐
赠来源，大大降低了选举资金的透明
度。在外部团体为影响国会选举而播
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40%是秘密捐
赠者资助的。

文章认为，美国金钱政治后果恶

劣，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政府
官职成为富人和上层阶级的禁脔；明目
张胆地向富人输送利益；增加了解决枪
支暴力等紧迫政治社会问题的难度。

文章提出，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
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美国民主制度
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因
此必然体现资本家意志，在这种制度
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链接
是天作之合，金钱极为容易地充当了

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点与终点，美
国两大政党候选人不过是资产阶级内
部不同派别的代表。

文章强调，金钱政治暴露美国社
会本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
人权的“楷模”，但是无所不在、根深蒂
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美国的谎
言。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
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
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压了“美式人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出

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虚伪面目

广告

国防部回应
美军高官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贼喊捉贼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杨雅雯）在

26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军高官频繁发
声、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一事，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吴谦表示，中国有个成语，叫“贼喊捉贼”，希
望美方着眼大局，改正错误，同中方相向而行。

有记者问：近期，美军高官频繁发声，渲染所
谓“中国军事威胁”。

“中国有个成语，叫‘贼喊捉贼’。美方官员对
中方的无端指责，依我看，字字句句说的都是美国
自己。”吴谦说，近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
争，侵犯他国主权，所到之处硝烟四起，无辜民众
伤亡巨大，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吴谦指出，美国2019财年国防费高达7160
亿美元，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一步将国防费
增加至738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0%以
上，“居然还好意思指责他国军费规模巨大？”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吴谦说“美国劣迹斑斑”。
他表示，美国对他国大肆开展网络窃密和网络攻击
行动，在斯诺登事件上还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是最
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国指手画脚的。

在太空问题上，吴谦表示，美国成立太空部
队，大力发展太空作战力量，推动太空军事化和军
备竞赛，严重威胁太空的和平与安全。

吴谦说，在国际秩序上，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不断逃避或转嫁本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和义务。两年多时间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退
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
出伊核协议、退出《中导条约》。这种行为让国际
社会看清，美国才是当前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从美国在南海的表现看，应该叫它‘航行霸
权行动’。”吴谦说，美方这种行为严重侵犯沿岸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是
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错误的行动源于错误的理念。”吴谦指出，美
方对中国发展的打压遏制，源于其“中国观”走入
歧途；美方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过度追求，源于其

“安全观”狭隘自私；美方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破坏，
源于其“世界观”出了问题。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美方着眼
大局，改正错误，同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实现不
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吴谦强调。

国防部敦促美方

不得实施国防授权法案
涉华消极条款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杨雅雯）针
对美方签署包含多项涉华消极条款的法案一事，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6日表示，中国军队对此
坚决反对，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
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不得实施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方签署2020财
年国防授权法案。吴谦说，该法案涉华内容充斥
冷战思维，渲染中美竞争，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
胁”，包含涉台、涉港、涉疆等多项消极条款，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损
害中美互信与合作。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中
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
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
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吴谦说，美方妄图“以台制华”，完全是痴心妄想。

他表示，美方公然插手香港和新疆事务，以种
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抹黑中
国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手段卑劣、用心险恶”。他强调，
美方任何以此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到头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立
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实施法案涉华消极条
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吴
谦补充道。

田间地头连着百姓餐桌，直接关
系群众民生获得感。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指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
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要下大
力气抓好粮食生产”“要加快恢复生猪
生产，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元旦、春节临近，农产品消费迎来
旺季。记者近日奔赴多地调研发现，
为稳住“一头猪”、供好“一袋米”、配好

“一篮菜”，一项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举措不断落地见效，助推重要农
产品保供稳价，给百姓带来“看得见、
吃得着”的新变化，提升了餐桌上的幸
福感。

稳住“一头猪”：
供应有保障 安全上台阶

在重庆市北碚区一家农贸市场，
肉类经营摊贩黎春燕对价格行情变化
格外敏感。“最近，五花肉是26块钱/
斤，精瘦肉28块钱/斤。比起10月份
的时候，单价都降了3块钱左右。”

“最近猪肉价格降了，加上春节近
了，不少市民都来买肉灌香肠，你20
斤，他30斤地买……都准备过个热闹
年呢！”黎春燕说。

猪肉价格渐趋稳定，供应质量也

要上台阶。
在重庆生猪养殖大区合川区，重

庆众兴农邦公司2000头生猪养殖场
处于层层设防之中。在接近养殖场的
道路上，前置多道消毒防疫点，车辆、
人员必须进行洗消防疫。

为防控非洲猪瘟，猪场配置有专
业的防疫技术员，运猪车辆必须在洗
消中心消毒3小时以上。同时，猪场
每天早晚两次用烧碱对地面消毒，用
戊二醛对墙面消毒。猪场周围细致地
装了拦网，隔绝老鼠、飞鸟等进入猪场
的通道。

“正是靠着严密防控，非洲猪瘟疫
情对猪场没造成影响。最近我们正处
于满负荷运行状态，一年能出栏10多
批次生猪，供应有保障。”公司负责人
唐春红说。

为鼓励生猪养殖，有关部门在生
产用地、养殖保险、贷款贴息等方面大
力度给予支持。

重庆出台了生猪养殖企业流动资
金贷款贴息方案，对相关规模养猪场
给予短期贷款贴息支持。重庆荣昌生
猪养殖户郭平说：“我家养殖场去年单
是购买饲料一项，就向银行贷款了70
万元。有了贷款贴息的支持，能减轻
资金压力，对扩繁更有信心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政策给力、行情
看好，生猪生产正在出现回暖。农业
农村部统计显示，11月我国生猪存栏
和能繁母猪存栏双双出现止降回升，

生猪生产已扭转了持续下滑的局面。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

员王俊勋说，由于进口增加、前期压栏
大猪逐步上市等多重因素，猪肉供应将
有所增加。同时，禽肉生产增加较多，
牛羊肉生产形势好，肉类供应有保障。

供好“一袋米”：
用心回答“吃得健康”新课题

在江苏盐城市，市民朱明给家里
客人端来一碗香喷喷的米饭介绍说：

“这是今年新产的东北大米，滋味就是
好！”这几年，朱明在黑龙江省通河县
一家水稻联合社“私人定制”了一亩水
田。每到秋季，新米都会快递上门。

如今老百姓对自己“餐桌”的要求
在提高，怎样才能“吃得健康”，是公众
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在朱明手机上有一款“App”，从手
机上他可以看到数千公里之外，黑龙江
通河县五合农民种植联合社水稻从种
到收的全过程。为了产出一碗好大米，
这家联合社建立了全程可追溯系统，生
产的水稻达到了绿色有机标准。

时值隆冬，广袤的黑土地上已覆
盖皑皑白雪。记者走进五合联合社，
一个个产品展示柜里，展示着不同品
系、不同规格的大米，重量有5斤、10
斤、20斤……联合社总经理李久明
说，近两年“私人订制”需求旺盛，联合
社会根据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提供有

针对性的产品。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9年我国粮食再获丰收，总产
量达到66384万吨，比2018年增长
594万吨，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
平。粮食生产这个‘定盘星’稳住，新
的需求正在生长。

如今“粮头食尾”的形式越来越多
样化。记者在哈尔滨举行的一次农产
品展销会上看到，参展商除了展示日
常的大米膨化食品外，还有大米制作
的袋装速溶米粉冲剂等各种新产品，
琳琅满目，很受消费者欢迎。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粳稻种植
区，种植面积近6000万亩，其中绿色、
有机水稻种植面积就达 3200 多万
亩。“中华粮仓”正向全国“绿色厨房”
转变，未来“吃得健康”将更有保障。

配好“一篮菜”：
努力满足舌尖期待

早餐时间，山东省阳信县的退休
职工王士贤给孙女冲上一杯果蔬麦
片，端着一盘蔬菜沙拉，时令蔬菜搭
配鲜甜可口……回想当年，冬季餐桌
上新鲜菜少，咸腌菜多，如今家里一
年四季都能鲜菜不断，绿色、有机蔬
菜还能网上购买、一“键”可得，王士
贤很是感慨。

有了丰富的蔬菜供应，市民才能
随心选择。山东寿光是全国蔬菜供需

的“晴雨表”。时值冬日，记者看到，各
种蔬菜应有尽有，每天早晨在寿光蔬
菜物流园里，前来交易的卡车、三轮车
络绎不绝，一派繁忙景象。

在寿光，不少农民可以在家一边看
电视，一边通过手机管理大棚。滑动手
机上智能补光的按钮，大棚里的灯就会
自动亮起来。用手机能实时查看大棚
里蔬菜长势，还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控制
实现滴灌浇水、通风、补光控温。

高科技“精准种植”，满足舌尖期
待，也富裕一方百姓。寿光市崔岭西
村村民崔江元说，全套智能设备加上
棚里的小改造，让大棚光照足、通风及
时、温度适宜。产出的西红柿品相高，
价格能比普通西红柿高20%，一年多
赚4万元。

“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农业农
村部监测显示，今年蔬菜由于春季生
产和上市受到不利天气影响，进度推
迟，菜价持续高位运行，此后菜价则以
季节性波动下跌为主。

采访中，多地蔬菜种植户告诉记
者，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如今蔬菜供销
两旺、“买全国、卖全国”，产量有保障、
质量也稳定可靠。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各
大中城市将继续加大“菜篮子”工程建
设力度，切实提高综合生产能力，采取
多种措施引导产销平稳、价格稳定。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者李
勇 李松 王建)

稳住“一头猪”、供好“一袋米”、配好“一篮菜”
——农产品保供应提品质满足百姓“舌尖上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