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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聚焦疫情防控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是

全国农村改革的象征。2016年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期间
来到这里考察，到大包干带头人严金
昌家中看望。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
了严金昌。

【情景回放】
那天，严金昌一家老少站在街边，

热情地将习近平总书记请进了家门。
总书记询问家庭成员就业、上学情况，
了解他们用临街房屋开办小超市和农
家乐的状况。得知游客很多，习近平
总书记说：“好！农家乐，乐农家。”

看到他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子，用上了自来水，通上了宽带，公共
服务进入社区，生活环境干净整洁，
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今昔对比，
总书记说，改革开放30多年，真是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岗梦也是广
大农民的梦。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严金昌心声】
一见面，总书记就微笑着向我们

全家问好，那一刻我的心激动得都要
跳出来。我陪着总书记从农家乐穿堂
而过，他一边走一边和我唠起家常，问
得很细致，就像自家人一样。

“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一声春雷。”总书记的这句话，
让我禁不住想起过去，40多年前，我
家里6个娃，每天睁开眼就愁吃的。
逼得没办法，就贴着身家性命，在茅草
房里摁下红手印，搞起大包干，从此翻
了身。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紧握着
总书记的手，感谢党的好政策。每次
在电视上看到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
农家院落，就触景生情，我就知道他的
心一直与我们农民连在一起。

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虽然我

已经快80岁了，但是我依然和当年一
样，是个敢想敢试的小岗人。自己家
的地流转出去，开办农家乐。所以我
特别激动地对总书记说：“您提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小岗也
有小岗梦。”

总书记的到来带火了小岗村的农
家乐。为了接待更多游客，我把卧室
改成了包间，前厅满满当当摆了10多
桌，走廊见缝插针放上桌椅，露天的后
院加盖了顶棚，厨房也升级了装修和
炊具，还让儿子把一些城市饭馆里的
菜肴加入了菜单。

这几年，我们接待过天南海北的
游客，他们喜欢听我说大包干的往事，
我还在厨房教老外做过西红柿炒蛋。
我家还扩建了一个小超市，货架上摆
着咱们小岗产的珍珠米、麻油和粉丝，
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花鼓，这曾是我
们“查门楼子”，就是挨家要饭的工具，
如今它卖得可好了。

如果问我有什么心声，最想说的一
句话就是：总书记对“三农”的关心关
怀，让小岗村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新华社合肥4月20日电 记者
陈诺 俞启涵）

“他的心一直与我们农民连在一起”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2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期货和衍生品
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决定免去
王蒙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
务。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11、112、113号主席令。栗战书委
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38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十四届全国
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台湾省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协
商选举方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关于修改二〇〇二年六月
七日在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
怖机构的协定〉的议定书》的决定、关

于批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的决
定、关于批准《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
公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应勇为全国

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陈润儿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建军为全国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姜伟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期货和衍生品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一三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4月20日的决定：

免去王蒙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4月20日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一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2年4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4月20日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一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2
年4月20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4月20日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抓好春季农
业生产的措施，确保粮食丰收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供应；确定能源保供增供
举措，提升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
障能力。

会议指出，稳就业与稳物价同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主要支
撑。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供
应，对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特别是
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具有压舱石作
用，在当前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
加、一些国家高通胀的情况下尤为重
要。我国粮食供应和储备充足，今年

春播稳步开展，粮食安全是有保障
的。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
入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确保全年粮食
丰收。一要层层分解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督促地方种足种满种在
适播期、不得撂荒，对未完成任务的
严肃追责。各地要严格落实粮食安
全责任，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季
农业生产作为考核评估的重要内容，
组建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抓好春季农
业生产、农资保供稳价和农产品产销
对接等工作。加强夏粮田间管理指
导，因墒因苗施肥浇水，有效防范农
业灾害。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当前是春播关键期，要引导农民做好

整地和播种育苗。发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作用，提供代耕代种等服务，
帮助小农户和受疫情影响农户把地
种下去。二要切实保障春耕农事活
动有序开展。科学做好组织和引导，
不误农时保障外出农民回乡务农、农
资入店进村、农机通行、农技人员下
沉服务。保障农资企业的生产和原
料、能源等供应。三要抓好“菜篮
子”。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政策，促进蔬菜等农产品顺畅流通。
四要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尽快把
粮食生产扶持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
实施新的小麦“一喷三防”补贴政
策。五要研究加大农资补贴的举措，

及时做好粮食托底收购，保护和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

会议指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支撑。要立足我国国情，
应对外部环境新挑战，抓住重点，强
化能源保供，未雨绸缪推进条件成
熟、发展需要的能源项目开工建设，
促进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这也能扩
大有效投资和带动就业，既利当前
又利长远。一要发挥煤炭的主体能
源作用。通力合作优化煤炭企业生
产、项目建设等核准审批政策，落实
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分释放先进
产能。通过核增产能、扩产、新投产
等，今年新增煤炭产能 3亿吨。推

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强储备设
施建设。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
引导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二要推
动煤电机组节能减排改造、灵活性
改造、供热改造，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全年改造规模超过2.2 亿千瓦。
改造要选择机组正常大修等时间，
防止影响电力稳定供应。落实支持
煤电机组改造的金融政策。三要在
严格监管、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
有序发展核电。对经过多年准备和
全面评估审查、已纳入国家规划的
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广东陆丰三个
核电新建机组项目予以核准。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的措施
确定能源保供增供举措

谷雨时节种谷忙。当前，全国春
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而疫情多发给
农业生产带来了挑战。如何确保不误
农时？怎样把“米袋子”“菜篮子”抓好
抓牢？如何保障农民就业增收？20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
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米袋子：春管春播进展
总体较好

近期疫情对多地春耕生产造成了
一定影响，当前形势如何？“米袋子”有
保障吗？

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春管春播
进展总体较好。目前冬小麦一、二类
苗比例87.9%，比冬前提高17.4个百
分点，比去年同期低3.7个百分点，长
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夺取夏粮丰收有
基础；今年春播粮食意向种植面积9.4
亿亩，比上年有所增加，目前春播粮食
已过2成，早稻栽插过7成，东北水稻
育秧过7成，均快于去年。

一些地方反映，疫情封控造成人
员流动、农资运销和农产品流通受阻。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
文博表示，春耕生产受到的影响是局
部的、有限的。此轮疫情主要集中在
城市，而农民在大田作业，风险比较
小。目前备春耕已进入尾声，农资下
摆进度已过 9成，供应量总体有保
障。涉疫重点地区农业生产秩序逐步
恢复，比如吉林农资下摆基本到店到
户，水稻育秧接近尾声，局部地区已在
抢墒播种玉米。

对于一些地方疫情防控简单化、
层层加码，对农业生产造成不便，潘
文博说，农业农村部下发了相关通
知，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八条措施，并
成立了农资保供专班，设立了热线电
话和微信公众号，点对点解决困难。

他表示，农业农村部将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压实
地方属地责任，对因层层加码、简单粗
暴、工作不力造成春耕生产、农资农机
调运和“菜篮子”产品供应严重受阻
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地方和

人员责任。

“菜篮子”：五方面措施
稳产保供

近期，一些疫情严重地区部分蔬
菜品种涨幅比较大，如何加强“菜篮
子”产品稳产保供？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
人陈萍表示，按照常年规律，春节以后
随着气温回升，蔬菜上市量增加，价格
会季节性回落。今年春季菜价回落比
常年较慢，主要是受不利天气、成本上
涨和疫情等因素影响。

据介绍，4月上旬，我国在田蔬菜
面积同比增加近300万亩，产量同比
增加100多万吨。肉蛋奶、鱼果蔬供
应总量充足。

由于疫情多点散发，一些地区遇
到了不同程度的田头采收难、物流配
送不到位等问题。农业农村部会同有
关部门及时调度36个大中城市生产
供应情况，组织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
做好联合保供。

陈萍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重点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顺
畅流通、重点地区保供、产销对接、压
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五方面。

在强化生产方面，农业农村部门将
合理安排蔬菜熟期品种和上市茬口，推
动大中城市发展速生叶菜、芽苗菜。保
障出栏畜禽、出塘水产品正常运销秩
序，畅通种畜禽（苗）、饲料等供应运输
和蜜蜂养殖转场，引导规模经营主体开
展互助合作，确保生产及采收。

农民增收：产业就业创
业“三业齐抓”

今年一季度，农民收入保持增长
势头，但疫情散发也对今后就业增收
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78元，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高于城镇居
民收入增速2.1个百分点。农村外出
务工总量和工资水平实现双增长，外
出劳动力总量达到1.78亿人、同比增
长2.2%，月均工资达到4436元、同比
增长5.9%。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
司司长曾衍德表示，一季度农民收入
快速增长有两个因素：一是春节前农
民工返乡过节带回现金，增加了工资
性收入，二是农产品市场价格总体稳
中有增，增加了家庭经营性收入。

他表示，目前疫情散发，对农民外
出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等带来一定
影响，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推高生产成
本，也影响农民收入。下一步要通过
发展乡村产业促增收、促进农民就业
稳岗位、推进农村创业拓渠道，稳住农
民增收势头。

曾衍德说，产业方面，要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同时立足乡村资源，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
进农业与旅游结合，要积极发展农村
电商，加强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加快补上技术、设施、营销、人才的短
板；就业方面，一季度外出农民工规
模达到1.78亿，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强化就业
指导服务。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记者
于文静）

疫情挑战下，如何抓好抓牢“米袋子”“菜篮子”？
稳字当头看开局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8.6%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财政部20日发布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037
亿元，同比增长8.6%，财政收入运行总体平稳。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949亿元，同比
增长7.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33088亿元，
同比增长9.5%。全国税收收入52452亿元，同比增
长7.7%；非税收入9585亿元，同比增长14.2%。

财政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3587亿元，同比增长8.3%，财政支出进度加快。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6804亿元，同比增长
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6783亿元，同比增长
8.8%。科学技术、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此外，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13842亿元，同比下降25.6%；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24787亿元，同比增长43%。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完成绕飞和前向交会对接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李国利 杨晓
敏）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4月20
日5时02分，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从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后向端口分离，绕飞至前向端口，并于9时
06分完成自动交会对接。

目前，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三号组合体
状态良好，后续将迎接天舟四号货运飞船、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和问天实验舱的到访。

据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记者袁全 胡洁
菲）在20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疫情近几日呈下降
趋势，单日新增报告100例以上阳性感染者的街
镇数量已连续3日降低，社区疫情扩散得到有效
遏制，金山区和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

据介绍，浦东、闵行、松江、青浦和普陀等5区近
3日疫情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徐汇、杨浦、虹口、长
宁、宝山和嘉定等6区疫情总体处于平台波动状态；
黄浦区疫情仍在小幅上升；静安区疫情上升趋势趋
缓；奉贤、金山和崇明等3区疫情持续低位。

4月19日，上海根据阶段性筛查结果，动态
调整了“三区”划定，划定了封控区16650个，涉及
1187.8万人，比之前首次划定的减少了400多万
人；管控区13304个，涉及448万人，增加人数超
过200万人；防范区28075个，涉及785.6万人，
增加人数超过200万人。

上海社区疫情扩散得到有效遏制

两区首日达到
社会面清零目标

4月20日，市民和快递配送员在上海市
金山区海汇街一家药店购取药品。 新华社发

长三角推动全产业链式
协同复工复产

疫情之下，18日广达上海制造城复工后首批
笔记本电脑出货，19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实现
压力测试下的首台车下线、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复工……上海相关部门正加紧协同、分类分批推
动重点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

本轮疫情特别是3月中下旬以来，上海约有
1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保持封闭生产状态，
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电力、芯片、医药和必要防
疫物资生产等领域，数万名员工已经在厂区坚持
封闭生产将近一个月，为保障城市基本运行和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贡献。

记者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获
悉，在共同保障产业链稳定和重点企业运行方面，近
段时间，苏浙皖三省和各重点城市组建工作专班，积
极对接上海重点企业提出的配套供应诉求，全力协调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生产、供应对接，畅通核心零部件、
关键原材料等跨省市运输，支持重点企业持续生产。

最近，上海印发《关于开展重点企业保运转的
工作方案（试行）》，出台《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并建立了重点企业

“白名单”制度，启动实施复工复产。
据悉，三省一市将进一步优化供应链保供“白

名单”，推动跨省市名单共享和双向互认，抓紧在
长三角地区试行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及其异地
配套供应企业“白名单池”制度，共同保障推动长
三角全产业链式协同复工复产。

（据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 记者龚雯 周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