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月19日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雨水，各地农
民开展农业生产，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劳作的
景象。图为当日，在贵
州从江县刚边乡良田
村，一名村民从油菜花
田旁走过。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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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赛季亚冠东亚区分组情况
E组：庆南FC、柔佛DT、鹿岛鹿角、山东鲁能
F组：广州恒大、大邱FC、墨尔本胜利、广岛三箭
G组：浦和红钻、北京中赫国安、全北现代、武里南联
H组：悉尼FC、川崎前锋、上海上港、蔚山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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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19 4 7 9 7 9 5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24427686.0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43 6 0 3
排列 5 19043 6 0 3 1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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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简讯

国家医疗保障局：

� � �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19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2019年，我国将
开展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
纳入医保，通过准入谈判、以量换价，降低抗癌药价格。

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19日说， 我国已
建立肿瘤登记年报制度，目前全国建有肿瘤登记处574
个， 覆盖4.38亿人口， 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我国癌症发
病、死亡、生存状况及发展趋势。

全国已建成574个肿瘤登记处

教育部：

� � �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
提出，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记者19日从教育部获悉，
这一试点工作计划于2019年3月启动。 试点工作计划于
2019年3月启动，从5个领域的证书开始，年内陆续启动10
个左右，在部分地区遴选符合条件的院校开展试点。

职业教育改革1+X证书制度试点下月启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

� � � �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称， 我国将着力补齐基本公共
服务短板、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水平，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底，不断满足多样化民生
需求。根据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大力度
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能力全覆盖、质量全达标、标准全落实、保障应
担尽担，实现非基本公共服务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
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 （均据新华社电）

着力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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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月18日，美国多地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总统特朗
普宣布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筹集
更多资金用于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今天进行的亚冠附
加赛中，半场0比1落后的山东鲁能队，下半场上演“绝地大反
击”， 比赛最后25分钟连轰4球， 最终主场4比1逆转越南河内
FC队，与中超三强会师亚冠正赛。

越南足球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上月亚洲杯，越南队历史
性闯入8强，去年的U23亚锦赛勇夺亚军。本场附加赛，河内FC
同样给主队鲁能制造了麻烦———半场结束时，河内FC不仅1球
领先，并且在控球率、射门次数和传球数上全面压制鲁能。易边
再战，好在鲁能球员坚定执行技战术，主帅李霄鹏也及时做出
正确的换人。替补出场的刘军帅、刘彬彬和周海滨三人先后进
球，“空霸”佩莱头球建功。此役，鲁能队4粒进球的前两粒，都是
利用高空轰炸取得，针对性战术确实收到一定的成效。

拿下河内FC后，鲁能与上海上港、广州恒大、北京国安成功
会师亚冠正赛。随着其他附加赛的尘埃落定，鲁能获得一个中
上签位———同组中卫冕冠军鹿岛鹿角队无疑最难对付，马来西
亚球队柔佛DT将成为该组的抢分对象，与庆南FC的两回合较
量则将决定鲁能能否从该小组杀出重围。鲁能也成为中国俱乐
部出战亚冠正赛最多的球队，他们将第9次开启亚冠征程。

4比1逆转河内FC

鲁能与中超三强会师亚冠正赛

� � � � 19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这是新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
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释放出党中
央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明确信号。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治国之
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
面临下行压力， 风险和困难明显增
多。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稳住
“三农”，守住这个战略后院，发挥好
“三农”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打赢脱贫攻坚战、 完成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实现农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都是“三农”
领域必须要完成的硬任务， 必须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
精气神， 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
减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松劲，坚
决把硬任务都攻下来， 确保亿万农
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
社会。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能否落
到实处，直接关系到“三农”这个战
略后院能否守住， 农村工作硬任务
能否按期完成， 农业农村现代化这
个目标能否实现。 各级党委和政府
必须把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要求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头等大
事，改变“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
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在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
公共服务等方面切实把“优先”体现
出来，动真格、见真章。

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
导， 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
的根本政治保证。 党管农村工作是
优良传统，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必
须进一步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导、
政府负责、 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
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强化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 建立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 进一
步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
真正把农业农村发展的总方针变
成全党全社会的共同意志、 共同行
动。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确保如期完成“三农”硬任务的总部署
———透视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四大信号

“� � � � 19日，新华社受权
发布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做好 “三农”
工作的若干意见》。这
份2019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开宗明义指出，今
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期，“三
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

“

� � � �意见提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
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适应国内外复
杂形势变化对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确保顺利完成到
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今明两年的硬任务有哪些？这份全
文11000多字的文件提出的有： 确保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实

现农村人居环境阶段性明显改善，基本
完成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等，涉及脱贫攻坚、人居环境、乡村
产业、农村改革等诸多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叶兴庆说，之所以说是“硬”任务，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可或缺性，脱贫攻
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粮食安全
等都是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二是紧迫性，从现在起到2020年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只剩下两年时间。三是艰巨
性，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需要付出真金白
银，需要真刀真枪地干。

中央农办秘书局副局长江文胜说，打
赢脱贫攻坚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中
之重、急中之急的任务，深度贫困是最难啃
的骨头，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尽锐出战，集
中优势兵力，推动脱贫攻坚资金、重大工程
项目、 扶贫政策举措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坚决把这个坚中之坚攻下来。

� � � �文件提出， 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
方针， 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
向。专家表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能否
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三农”这个战略后
院能否守住， 农村工作硬任务能否按期完
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如何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文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
落实“四个优先”的要求作为做好“三
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优先考虑“三

农”干部配备、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
素配置、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优
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

中央农办秘书局副局长罗丹说，全
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落实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的根本政治保
证。党管农村工作是优良传统，也是最
大的政治优势，必须贯彻到“三农”工作
方方面面，进一步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
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

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强化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真正把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变成全党全社会的
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
授孔祥智认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实质就是要在资金投入、产业布局、劳动力
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向农
业农村倾斜， 逐渐矫正城乡之间的失衡状
态，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可以预期，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期内，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会是
中国农业农村政策的基本点。

� � �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
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 风险和困难明显增
多。如果农业出现大的滑坡，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出了问题，不仅会带来物
价上涨，使经济发展陷入增长下行和物
价上行“双碰头”的被动局面，而且会影

响社会稳定。必须始终绷紧端牢“饭碗”
的弦，把加强农业特别是抓好粮食生产
的政策举措落到实处。

对此，文件提出围绕“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部署
了稳定粮食产量、 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突破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 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说， 应对
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压力， 必须提高农产品
的产量和品质、降低成本，从而提升国际竞
争力。同时，牢牢把握农产品进口的主动权，
拓展进口渠道， 更好地统筹用好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科学确定国内重要农
产品保障水平，提高国内安全保障能力。

� � � � 文件对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作出
要求，专门用了一个章节部署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

专家表示， 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
农村改革始终是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新
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要有底线思维，始终坚持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不搞私有化，坚持农地
农用、防止非农化，坚持保障农民土地
权益、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
农民进城落户条件。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深化农村改
革的迫切任务和重要内容。 中国社科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 当前需
要对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进行探索和完善。
同时，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
短板， 不仅要解决投资主体的问题也要重
视维护工作，只有建立建设、运营、维护一整

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才能让其真正运转并
发挥出应有效益。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表
示，落实一号文件精神，各地不能有“等靠
要”思想，应大胆探索，通过创新制度供给，
引导优质要素向乡村合理流动和有序汇
聚，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人、地、钱的问题。
要注重改革“三农”工作管理体制，探索新型
城乡管理、公共服务新体系，转变职能，理顺
关系，提高效率。他还强调，建立地方党政
“一把手”挂帅的、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
领导机制，能够切实增强工作执行力。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方针落到实处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硬任务

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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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