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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
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 我国人
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
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
能有闪失。 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有
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保护耕地。

习近平指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是对
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占用耕地不断扩大的

补救措施， 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但
必须带着保护耕地的强烈意识去做这项
工作，严格依法依规进行。 要采取更有力
的措施， 加强对耕地占补平衡的监管，坚
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出现的补充数量
不到位、补充质量不到位问题，坚决防止
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
象。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要把好
关，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
之实。对耕地占补平衡以及耕地保护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要加强调查研究，提
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习近平强调， 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
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在土地流转
实践中， 必须要求各地区原原本本贯彻
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 既要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 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机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大
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
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
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 影响耕地保护和
粮食生产等问题。 要注意完善土地承包
法律法规、落实支持粮食生产政策、健全

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加强乡镇农村经
营管理体系建设， 推动土地流转规范有
序进行， 真正激发农民搞农业生产特别
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强调，要按照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要求，依法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规
范管理，抓紧整治存在的突出问题，把握
好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大力挖掘
用地潜力，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要加强对
地方的指导，规范有序探索和推进土地流
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习近平就做好耕地保护和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
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5月25日电 当地时间5月25日下
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圣地亚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表重要演讲。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智
利总统巴切莱特、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等出席。

李克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曲折艰难，各国需
要发挥互补优势，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装备制造业、基础原材料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发展，
是拉动经济增长，应对下行压力的良方。当前中拉产能合作
恰逢其时，中国有性价比高的装备制造能力和集成技术，拉
美有基础设施扩建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拉美各国巩固传统友好和政治互
信；共同探索3×3合作新模式，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不断
深化人文交流；共同开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征程。

巴尔塞纳表示，拉美国家愿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与中方
携手拓展基础设施、工业等领域产能合作，加强区域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实现地区整体发展繁荣。拉加经委会愿继续深
度参与拉中合作，为双方关系不断发展前进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5月25日电 当地时间25日上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圣地亚哥总统府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举
行会谈。

李克强就打造中智务实合作升级版提出六点建议：一是
充分释放自贸红利，落实好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推进自
贸协定升级。二是深化金融合作，为中智、中拉产能合作提供
金融服务和支撑。 三是加强中智优势产业的投资与合作。 四
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五是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
沟通协作。 六是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巴切莱特表示，智方愿同中方携手打造两国经贸合作升级
版，并为中国企业在智投资兴业提供便利。 欢迎中方参与“两洋
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将智中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5月26
日， 交通运输部在我国南沙群岛华
阳礁举行南沙灯塔建设开工仪式。
据介绍， 为提升南沙海域民用导航
助航能力，交通运输部将在华阳礁、
赤瓜礁建设两座多功能灯塔。 灯塔
建成后， 将为航经该海域的各国船
舶提供高效导航助航服务， 大大提

高南海海域船舶航行安全。
据了解，此次建设的两座灯塔

均采用圆形平面设计，融入中国元
素设计造型风格。 灯塔塔身高50
米，并配置4.5米灯笼，设计灯光射
程22海里。

南海是重要的国际海上运输
通道，每年全球50%的商船航经南

海。同时，南海也是重要的渔场，大
批渔船常年在南海作业，船舶密度
大，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灯塔
是海上安全航行的重要导航助航
公益服务设施，一般建设在重要港
口、航道关键位置，通过塔顶透镜
折射灯光照射海面，引导船舶航行
或指示危险区域。

我在南海建设两座大型灯塔

5月26日， 交通运输部在我国南沙群岛华阳礁举行南沙灯塔建设开工仪式。 新华社发

李克强：

开创中拉关系新征程

李克强同智利总统会谈

灯塔塔身高50米，分别建在华阳礁和赤瓜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26日公布
的一项通知，高校学生有十类情况不得转学。各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严格规范转学工作，严禁以转学为幌
子，变相突破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择校、择专业。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
作的通知指出，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入学未满
一学期的；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录
取分数的；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通过定向就
业、艺术类、体育类、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
招生形式录取的；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或未使用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含保送生、单独考试招生、
政法干警、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
制等）；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的；研究生二区
招生单位录取的转入一区招生单位的； 跨学科门类的；应
予退学的；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根据规定，转学由学生提出申请，说明理由，转出学校
同意；拟转入学校要严格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

教育部：

高校在校生
十类情况不得转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