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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
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

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察，他常常揭开贫困
户家的锅盖，了解老乡吃什么；一次次调研，他深
入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对于浪费
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有着
特殊的重量。

50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他亲眼目
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百姓常说：“肥正月，瘦二
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春耕时，家家户户把仅有的
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饿着肚子问
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么样的日子最好，具
体目标是什么？”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看望参
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回忆
起当年艰苦的知青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个目标，不
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吃糠咽菜都行；第二
个目标，就是吃高粱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
目标，当时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吃细粮，
还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的质朴心
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
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都带头赤脚站在
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得知平潭渔
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难，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
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坚决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起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姓吃的是更

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这让一
起劳动的老乡非常感动。后来，当发现老乡并没
吃玉米团子，而把“真粮食”留给壮劳力和孩子，他
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穷县”，每年
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斤。有些地方交了
征购，农民就没了口粮，只好到其他县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心要让人民
喘一口气——老百姓都吃不饱了，还不敢实事求
是？于是他就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
领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
了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
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话语平和，却掷
地有声。

对粮食不能犯健忘症

2020年7月22日下午，松辽平原腹地，吉林
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
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凭栏
远眺，玉米地一望无边、绿浪滚滚。

这次来吉林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站就走进
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头等大事——粮食生产。

“前年在黑龙江建三江看了水稻，这次我来看
看玉米。”玉米地头，习近平谈及此行初衷，“今年
夏粮丰收大局已定，关键就看秋粮了。今年灾害
不少，我很关心东北这里的农作物长势。”

看着眼前的玉米长势，听了情况汇报，习近平
强调：“粮食是基础啊！要加强病虫害防治，争取
秋粮有好收成，为全年粮食丰收和经济社会发展
奠定基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
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对于特殊之年的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以特殊举措重农抓粮。2月23日，他在
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要求时，对不失时机抓好春
季农业生产作出部署。

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指示，抓早抓实各项举措，大国
粮仓迎来了历史性的“十七连丰”。

粮食问题是不是可以无忧了？

“总体看，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粮食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
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
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他进
一步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着力走质量兴农之路。从习近平总书记国内
考察的一些细节可见一斑：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尉氏
县张市镇，看麦穗灌浆，问农田建设。看到清一色
的小麦长势喜人，他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小
麦长势这么好，我和你们一样欣慰。用老乡的话
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

2016年4月，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
习近平总书记沿田埂步入麦田察看小麦长势，向种粮
大户和农业技术人员了解高产示范田种植管理要诀。

2018年9月，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七
星农场的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
双手捧着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

2020年7月，在吉林省梨树县，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
福人民。

……
“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

忘了疼”。几十年来，习近平一直在思考和实践。
他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
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
抓到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我们小时候都接受了这方面的严格家教，不
要说剩饭，就是一粒米家长也不让浪费。”习近平
总书记是这样说的，几十年来也是这样做的——

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机关食堂和大
家一样排队打饭，有时来晚了就没菜了，一样两个
馒头一块卤豆腐。而当他下乡吃饭时，一定要在
乡镇食堂，粮票、饭费一定要如数交纳。公务接待
则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为主打的便餐，或者干脆
就是饭菜合一的一盘饺子。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同样节俭务
实。福州举办首届工艺美术节时，各地客商蜂拥
而至。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用福州
本地的风味小吃接待客人。客人们吃得很高兴，
也借此机会推广了风味小吃。后来福州市甚至省
里的接待办都经常用太平燕、鱼丸、锅边、芋泥等
福州小吃招待客人。

餐桌上的节约，尊重的是辛劳，折射的是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节

约粮食的内容，应该从小给孩子们灌输，弘扬勤俭
节约的好风尚。要加强节约粮食工作，从餐桌抓
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餐饮业抓起，从
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抓起，从每个家
庭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滴水里能映出太阳的光芒，一碗饭中也能
品出丰富的味道——

因为扛过锄头挥汗如雨，所以知道粒粒辛苦；
因为饿过肚子，所以立志让大家过好日子。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有

着特殊的分量。
人们看到，一幅幅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图景，

折射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气象，也让粮食
安全根基越筑越牢。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于文静）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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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黄花梨老旧料和家具
电话：15103029970王先生

收 购

出 售

海口市区、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经营中酒店出售。

产权清晰，1868975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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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教育培训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长期收购执行不了的判决书

15595697602李生

收 购

招聘

张的工作室招聘文秘一人
要求：熟悉电脑及有关电子产品
读、写、摄、录的操作使用，女性。
具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字功底，有阅
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和习惯，能在相
关载体上查找有关资料。工作地
点以海南为主。工作时间三年以
上。工资待遇从优。联系人:
13078979346张先生

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标的的基

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需按
照规定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2.具有
下列情形的不得参与本次挂牌出让：(1)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
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
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3)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本次
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到屯昌
县屯城镇兴业二横路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京友拍卖有限
公司查询和购买《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具
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到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
面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于2021年8月4日17:00前核发《竞买资格确认书》。五、时间安
排（北京时间）：(一)领取挂牌手册及递交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7月7
日至2021年8月4日16:00（逾期将不再受理竞买申请）；(二)交纳竞
买保证金时间：2021年7月7日至2021年8月4日16:00（以到账为
准）；(三)挂牌时间：2021年7月26日08:00至2021年8月6日09:
30；(四)现场会时间：2021年8月6日09:30；(五)挂牌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与屯昌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
议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竞得人取得土
地使用权后，开发周期不得超过3年，应自约定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

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三)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
实际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
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
关规定的公开的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
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按招标拍卖挂牌方式
出让土地。(四)本地块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进行。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屯昌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本次挂牌地块按现状挂
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三)目
前已落实安置补偿和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工作，土地权利清晰，不存
在土壤污染问题，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外通水、通电、通路及
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四)本地块出让土地控制
指标约定投资强度≥250万元/亩，年度产值≥300万元/亩，年度税收≥
10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
(五)竞得人须在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
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
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
清土地出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八、联系方式与公
告媒体：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二横路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联系人：吴先生 陈先生；联系电话：13807565343 18976211911；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
cn；http://www.landchina.com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5日

屯国自然资让告字〔2021〕02号

土地
位置

屯城镇环东二路与兴
业东路交叉口

地块
编号

2021-S-1

土地面积
（m2）

10213.61

土地
用途

零售商
业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1.6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起始价

人民币2800万元

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2800万元

这是2020年7月23日拍摄的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