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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分
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
研究部署 2022 年“三农”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战略高度，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
须着眼国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
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行

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
稳定发展”。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今年以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散发多发的
局部疫情、极为异常的极端天气等困难
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扎实推进

“三农”各项工作，农业生产保持稳中有
进，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脱
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为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充

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驰而不息重农强农的战略决策完全正
确，党的“三农”政策得到亿万农民衷心
拥护。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做好“三
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
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
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必
须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更好发挥“压舱石”作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好初级产
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证粮食安全，
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
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
下，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就能
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要全力
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开展粮食安全责任
制考核，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确保
2022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肉蛋菜
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和价格基本稳
定。耕地保护的事必须丁是丁、卯是卯，
要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落实“长牙
齿”的硬措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

强耕地用途管制，2022 年新建 1 亿亩高
标准农田。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大力
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
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加快发展设
施农业。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
上一层楼。脱贫攻坚胜利后不能掉头就
走，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
接，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支
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聚焦产业促
进乡村发展，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要扎实

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以
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做好明年“三农”工作，意义重大、任
务艰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奋力开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
作出新贡献、创造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基础
人民日报社论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源村
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44690287807307409，声 明 作
废。

坟墓迁移公告
因项目建设需要，我农场于2021

年3月9日、6月22日、7月26日先

后三次发布了《关于坟墓迁移的公

告》，截至2021年12月26日尚有

一座坟墓未有坟主认领（坐落于文

音社区原美力高项目范围内，普洛

斯项目东北侧），碑文模糊，大致可

见“吴二x”字样。为确保项目顺利

建设，现就有关坟墓搬迁事宜公告

如下：请涉及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七日内认领并配合搬迁。逾

期未认领的，农场将依法依规把坟

墓搬迁至海福陵园公墓。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005053339李先生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

2021年12月26日

●邢彩云于2021年12月25日遗
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04198307065827，声明作废。

事业单位拟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关于撤销海南省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19个
事业单位的通知》（琼编[2019]80
号）文件精神，海南省农业厅信息
中 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0000594936219J）已依法撤
销，拟申请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
记，请债权人自2021年 12月 10
日起9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处理。特此
公告 联系人：李山，电话：0898-
65325760，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兴
丹路16号1802室。
海南省农业厅信息中心资产清算
组 2021年12月10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227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13日10
时至2022年1月14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auction.jd.com/haiguan.
html）公开拍卖：罚没的卢五雄涉
恶犯罪团伙涉案财产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椰海大道359-1号伟业·椰
海尚城 6号楼 401 房（建筑面积
137.91m2）。参考价：189.7081 万
元，保证金：37.9万元。展示时间：1
月11-12日。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
东账号并实名认证，详见网络拍卖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8689568397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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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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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先生13853660113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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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东方好德矿业有限公司声明
原公司法人陈宏雄（身份证号码：46002619610708001X）因

个人纠纷已被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其名下股权被
执行给任春玲，陈宏雄上诉至省高院诉求已被驳回，并涉嫌职务
侵占罪已被东方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陈宏雄已不再具有本公
司法人及股东合法条件，附:（2020）琼97民终1115号1118号判
决书，（2021）琼0108执异261号（执行裁定），（2021）琼1018执
513号之二（执行裁定），东方市东公(经)立字(2017)0575号立案
告知书。

经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免除陈宏雄法人及股东资格，
废除公司原公章，合同章，财务章，陈宏雄以个人或公司名义所产
生的债权债务均系个人行为，本公司不予认可。

特此声明
公示单位：海南东方好德矿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海南黄花梨枯树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2年01月07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

卖厅现状第三次拍卖：位于海口市美仁坡戒毒康复就业中心的一
株海南黄花梨枯树。该株黄花梨枯树主干周长约为150厘米，树高
约为11米，3根分叉枝干的周长分别约为75厘米、65厘米、50厘
米，枝干高分别约为7米、长约6米、长约5米，总重量约为648.63
斤。参考价61.820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01月06日16：00交纳竞买保证金

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网址：www.ronghepm.com
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口市美兰区三

江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涉铁段安全评估咨询服务单

位；2.美兰区农村饮水安全补短板工程第三方检测服务单位。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

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1年12月29日下午5点

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

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安全评估咨询服务、
第三方检测服务的公告

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K-0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海
府路，拟新建18栋高层住宅及多栋配套商业楼及会所、地下室，总
用地面积 119627m2。项目拟采用装配式技术进行建造，项目已通
过市住建部门组织的装配式建筑专家评审会，装配率符合《装配式
建筑评价标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地上建筑面积3%的建筑面积
奖励（奖励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奖励后拟建总建筑面积684161.89m2，
地上建筑面积472848.80m2，地下建筑面积211313.09m2（数据以最
终批复为准）。根据装配式建筑奖励程序要求，现进行批前规划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2月27日至2022年1月
1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K-02地块

建筑方案装配式建筑公示启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5日至26日在
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
作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以来，农业生产保持稳中有进，
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2022年是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十四五”时期的
关键之年，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
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真
正见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
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
真正见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问题不
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不仅
要顾当前，还要看长远。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喜获丰收，产量
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
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
约束日益趋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
度越来越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
延，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保障粮食供
应链稳定难度加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牢牢守
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两条底线。会议指出，要全力抓
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
粮食面积，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确保2022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
斤以上。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
略性问题。近日发布的《“十四五”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明确将“提升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作为
重点任务之一。

“抓粮食生产的发条要拧得紧而又
紧，工作要落得实而又实。”中央农办主
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明年必须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持续挖掘增产潜力，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部长叶兴庆表示，抓好粮食生产
对于明年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盘和应
对风险挑战具有重要作用。保障好粮
食安全，就要落实责任，切实抓好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并强化考核，主产区、主
销区、产销平衡区要共同扛稳粮食安
全责任。

同时，要加快构建农民种粮收益保
障机制，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在品种
方面，要推动小麦、水稻等稳量提质；要
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提升自给率。

近年来，我国“菜篮子”产品总体实
现了稳产保供，但也存在一些时候一些
地区菜价、肉价波动较大的问题。对此
会议强调，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
定生猪生产，确保畜禽水产和蔬菜有效
供给。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责任

“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
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
且必须是良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
求。

耕地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耕地面积
减少，还有的地方出现良田不种粮食，建
养殖场或种花卉果木。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必须不折不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18亿亩耕地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同时，农田就是农田，不能挪作它用；农
田须是良田，不能以次充好。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落实好耕

地保护建设硬措施，严格耕地保护责任，
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建设1亿亩高标准
农田。

“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并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考核，保障好粮食安全最根本的
生产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说。

他表示，各地要严格按照中央相关
要求，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对耕地特
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既要
管住“非农化”，也要管住“非粮化”。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一些地方耕地占补平衡要求落实不到位
的问题，将进一步出台一揽子措施，强化
执法监督。通过每半年一轮次遥感监测
发现问题线索，对非法实质性占用耕地

毫不手软，依法严肃查处。

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前
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
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
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
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拓
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倾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
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从2012年底拉开新时代脱贫攻坚
序幕，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

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党中央决定，对
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
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

唐仁健指出，下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要聚焦重点群体，不断健全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聚焦重点区域，强
化倾斜支持政策落实；聚焦重点工作，加
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张琦说：“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要坚持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乡村产业布
局，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
有效供给，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
民。”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新局面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奋力开
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讨论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讨
论稿）》。会议对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
业、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等任务进行了部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表示，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条件，也是必然要求。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才
能留得住人才。”他说，要做好规划，在
注重保护好乡村风貌和传统文化的同
时，加快补齐供水、交通、用能、如厕等
短板。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
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创
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妥
善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维护好农村社会
和谐稳定。

与会人士表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
和谐有序。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稳住农业基本盘 做好“三农”工作
——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2022年“三农”重点任务

9月22日，在辽宁省铁岭县腰堡镇，高铁列车从金色的稻田旁经过。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