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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5日
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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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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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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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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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合理布局，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
要保面积、保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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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打
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要真
正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
给安全。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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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
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要求，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供应，严格落实地方粮食安全主体责任，下大力气抓好粮食
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促进大豆和油料增产。要切实保
障农资供应和价格稳定，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强田间管理，全

力确保夏粮丰收。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耕
地保护和质量建设。要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扎
实稳妥推进乡村发展建设，改进和完善乡村治理，持续整治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条件。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李克强部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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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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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来之不易。农
业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对开新局、应变局、稳
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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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好2022年“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和加强
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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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
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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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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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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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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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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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
业科技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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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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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
益。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
立足现有村庄基础，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逐步使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
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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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三
农”工作的领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强化乡村振
兴要素保障。

会议指出，要全面学习、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切实理解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紧
密结合具体实际学懂弄通做实。要始终遵循党的农村工作基
本经验，加强“三农”领域作风建设，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新局面。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区市设分会场。

本报讯（记者 魏彧 周志强）25日晚，市委
书记李鸿忠不打招呼深入西青区中北镇东兴里
小区封控区暗访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亲切看望一
线防控工作人员。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严格落实各项封控管控措
施，织密筑牢坚强有力的防控网，同时切实做好防
控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

晚上9时许，东兴里小区封控区户外温度已
接近-10℃，李鸿忠走进封控区外临时搭建的
集装箱活动房。此时，房内有5名工作人员正在
轮班休息。李鸿忠亲切地向大家打招呼，详细询
问夜间值班轮换、吃饭烧水、取暖用电等保障情
况。看到市领导前来看望慰问，现场工作人员感
到十分意外和惊喜。环境清理组组长黄江月和
来自区委组织部的下沉干部肖乐说，防控点位上

工作保障物资比较充足，我们6小时一轮换，活动
房内配有燃气取暖器、热水器、充电宝等等，能
够保证工作人员全天执勤值守。区委组织部抽
调了48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全力做好封控区的
服务保障。小区内的居民目前心理状态很好，对
疫情防控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李鸿忠对大家
说，现在天寒地冻，同志们工作十分辛苦，向大家
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市委、市政府十分关心
基层值守人员工作、生活的后勤保障。大家有取
暖点和休息处，能吃上热乎饭、喝上热水，有充沛
的体力、精力投入防控工作，我们的防控网、防控
线才能更坚实、更有战斗力。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保暖，做好自身防护，严格注意安全用气、安全用
电。随后，李鸿忠来到封控区的户外执勤点，看望
在寒风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干警、防疫人员、志
愿者，仔细察看简易帐篷、执勤保障车等物资装

备，希望大家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为社区居民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

李鸿忠叮嘱闻讯赶来的西青区主要负责同
志，要切实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统筹人力物力，科
学安排好人员轮换和相关保障，始终保持高昂的
战斗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做好重点封控
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守住防疫
关口。严格落实核酸检测筛查各项要求，提升检
测能力，坚决做到无遗漏、无盲区。切实解决好物
资采购、快递配送、生活垃圾转运等问题，扎实细
致做好群众基本生活的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心理
疏导和人文关怀，争取群众对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强化重点地区来津返津人员的协查排查，强
化隔离管控、健康监测等重点工作，切断疫情传播
的潜在风险，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本报讯（记者 米哲）市委副书记、市长
廖国勋于26日下午赴武清区调研设施农业
建设情况。
“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小鹊登枝”水果

番茄、“小熊掰掰”水果玉米……随着武清区
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和影响力日益凸显，
越来越多采摘游客和生鲜电商慕名而来。
廖国勋先后来到大良镇北赵庄村和南蔡村镇
粜粮务村，走进大棚察看萝卜、黄瓜、草莓长
势，与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种植品种、运营模式、农户收益、销
售情况等。“设施农业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壮大农业产业、打造现代都市型农业升级
版的重要抓手，要推进部门牵头、区为主体、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自愿的
统筹联动机制走深走实。”廖国勋说，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设施农业建设工作，相关部
门和涉农区多措并举、协调配合，推动设施农
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完成“十四五”时期
“三农”工作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成绩

来之不易、值得充分肯定。
廖国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规划布局，
明确建设标准，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扎实有序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要持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作用，吸
引更多社会资本深度参与。要用足用好财政
引导资金，综合贷款、担保、保险等多种金融
模式，满足经营主体多元化多层次融资需
求。要千方百计拓宽销售渠道，以优良的品
质、稳定的供给吸引大商超、大电商合作，有
效提升农户种植积极性和认可度。要加强
“津农精品”等农字号品牌宣传推广，讲好天
津农业品牌故事，不断丰富品牌文化内涵，提
升品牌价值。要科学配建冷藏加工等设施，
确保规模化稳定供应，实现投入产出效益最
大化，形成土地流转高效、农民收入增加、村
集体经济壮大的良好示范效应。
副市长李树起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

参加。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提出要求

李鸿忠夜间暗访检查西青区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值守人员

加强值班后勤保障 周密落实防控措施

廖国勋赴武清区调研设施农业建设情况

完善联动机制 讲好品牌故事 形成示范效应
前不久，由中科院院士领衔

的研究团队进驻七里海湿地，生

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建设同步启

动。以此为基础，天津启建涵盖湿地、河流和

农田相互关联的全球首个滨海地球关键带观

测研究站，七里海湿地正以全新姿态走入国

际视野。

大自然是最公平的见证者。从喧闹的旅

游打卡地到壮美而宁静，从野生动植物群落

日渐衰落到水草丰茂、百鸟云集，今日的七里

海湿地生物多样性呈现良好态势，植物种类

已达160多种，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野生植物群

落，“京津绿肺”名副其实。院士团队入驻，为

这座城市的“绿色保卫战”增添生动注解。

湿地整治修复难不难？无论是生态移

民、引水调蓄，还是巡护防护、苇海修复，祛除

沉疴的每一步都不容易。没有咬定目标的迎

难而上，就没有今日七里海的复返自然、生机

盎然。“难”是一种现实存在，然而“难”绝不是

“躺平”的借口。生态环境保护如此，绿色发

展如此，改革发展的每项工作莫不如此。

大事难事看担当。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是一场艰苦跋涉，越往前走，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会越多，各种硬

骨头也会越来越难啃，如果没有一

股子勇气、锐气和闯劲，恐怕难有作为，甚至会

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主

动意识不能稍纵即逝，既不能僵化守旧、抱残守

缺，也不能甩手观望、得过且过，更不能做腾挪

闪避绕、碌碌无为的“躺平者”。党把干部放在

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

福。身为干部其实是“躺不平”的，如果躺在职

位上无所作为，就会失去时代列车上的席位，被

历史和人民淘汰。

“绿色”是发展的主题，也是时代的考卷。毫

无疑问，答好这一考卷须拿出竞进之心、进取之

谋、奋进之力，“敢”字当头、干事担事。这不仅意

味着面对困难时的“勇敢”，敢于直面矛盾，与困

难较真碰硬，也意味着锚定目标时的“果敢”，做

到态度更坚定、行动更坚决、落实更有力。

从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砥砺难不住的锐

气、压不垮的胆气，如此，肩膀才会更加厚实，才

能有底气有能力把难事办成、实事干好，经得住

任何检验。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

舱外作业成空间站工作常态

大自然是最公平的见证者

连日来，西青区机关干部、公安干警、防疫人员、志愿者在寒风中坚守一线，严格落实各

项封控管控措施。图为夜晚工作中的防疫志愿者。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田健 摄

地铁明日双线齐发
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增至265公里

版5

■4号线南段（东南角站—新兴村站）

一条轨道逛遍商圈
途经仁恒伊势丹、和平印象城、天河

城、天津海信广场、滨江购物中心、天津

河东万达广场、爱琴海购物公园、红星美

凯龙等大型商场，将“一条轨道逛遍商

圈”由梦想变成了现实。

■6号线二期（渌水道站—咸水沽西站）

全自动运行 科技感十足
采用A型车，相比其他线路的B型

车，车厢长度、宽度明显增加。作为我市首

条GOA4等级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线路，

列车采用国内最高等级全自动运行技术，

具备自动唤醒发车、自动回库休眠、障碍

物检测、防撞预警等功能，科技感十足。

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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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0时55分，经过约6小时，神舟十三号

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

天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

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第4次出舱。舱外

活动期间，先后完成了全景相机C抬升、舱外作业点

脚限位器安装及相关工效验证、携物转移验证等任

务，进一步考核了出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航天员

协同以及天地协同能力。据了解，实施舱外作业正在

成为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工作常态。后续，神舟十三

号乘组将投入下一阶段任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

新年到来，这也将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跨年。

图为叶光富出舱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