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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量稳到质量优
“米袋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百姓的“米袋子”
不断充实。从1949年至2018年，我国粮食
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3157.8亿斤，增
加了1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68.6公斤提高
到374.7公斤，增加了4倍多。粮食由供给全
面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

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翻番。 从1949
年的209公斤增加到2018年的470多公
斤， 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 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 粮食生产

“成绩单”来之不易。
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夏粮

再获丰收，秋粮作物长势正常，全年粮食
丰收基础较好。 小麦品质明显好于上年，

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33%，启动大
豆振兴计划， 预计面积增加1000万亩以
上，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近年
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良好进
展，农业绿色发展正在兴起，农产品质量
持续提升， 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动摇， 推进农业绿色化、 优质
化、特色化、品牌化，不断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

从“靠天吃饭”到夯实基础
生产能力稳步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灌排事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 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
全。”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倪文
进表示，目前我国灌溉面积达11.1亿亩，
居世界第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粮食安全的基
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采取水利、农
业、林业和科技等综合措施，有组织地开
展农田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改善农业生
产基本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卢
贵敏表示，1988年国务院设立“国家土地
开发建设基金”，统筹实施大面积、跨区
域、整建制农业综合开发。截至目前，全
国已建成6.4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高标准农田；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达到0.548， 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现了

“旱能灌、涝能排”。
今年三夏时节， 河南省长葛市坡胡

镇种植户楚万才挺轻松。“现在麦子收完
了，当天就种上了玉米。”他说，如今一个
人就能种几十亩地，从犁地、种地、浇水、
施肥、洒药都实现了机械化。

新中国成立至今， 农业装备发展对
粮食生产贡献巨大。1949年，我国农用拖
拉机总动力7.35万千瓦， 联合收割机仅
13台； 到2018年， 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10亿千瓦左右，拖拉机总数达到2240万
台。 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超过69%， 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80%。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从主要
依靠人力畜力到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历
史性转变。

从绿色到智慧
科技助推高质量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70年
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强。
农业育种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 建立了超
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种技术
体系， 成功培育出数万个高产优质作物新
品种新组合，实现多次大规模更新换代，主
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技术更注重绿色发展能力。 我国大
面积推广科学施肥、 节水灌溉、 地膜覆
盖、绿色防控等技术，水肥药利用率明显
提高，病虫草害损失率大幅降低，有力促
进了增产增效。目前，水稻、小麦、玉米三
大粮食作物农药、 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
38.8%和37.8%。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了土地产出率，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提高到58.3%，全国水稻、小麦、
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不折不扣做
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中国饭碗端得稳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 � � �当前， 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
时期， 农民在田野间辛勤劳作，
为秋天的丰收厚植希望。粮稳天
下安。近14亿人的饭碗能否端得
稳、端得好，对于人口大国来说
从来都是保民生、稳经济的重要
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吃
得饱”到“吃得好”，百姓餐桌的巨
大变化，折射出全面提升的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

———记者再走长征路

新华社记者 荀伟 杨稳玺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
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
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
精神财富， 这首毛泽东同志在翻越六盘
山时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波澜壮阔、
大气磅礴，被人们广为传唱。

六盘山，古称为陇山、鸡头山，地处
宁夏南部黄土高原， 平均海拔超过2500

米，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
因此也被称为“胜利之山”。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党史研
究室调研员魏晓东介绍， 六盘山是红军
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 红二
十五军、中央红军先后翻越六盘山，登顶
此山表明红军已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也意味着长征的胜利。

1935年10月， 红军进入今宁夏西吉
县境内， 当时国民党军为了阻截中央红
军和陕北红军会合， 在六盘山一带设置

了包括国民党毛炳文两个师、 东北军何
柱国骑兵部队、 门炳岳及西北马鸿宾部
队等在内的重兵，形势相当严峻。

10月7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率
领的红军队伍在青石嘴附近与敌军先后
进行了两次战斗，共歼敌400余人，缴获
战马共计200余匹。还用缴获的战马组建
了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

“纵览逶迤六盘雄姿，眼底尽收招展
红旗，再想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在这里吟诵出千古名章也就不足

为奇了。” 魏晓东说。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一面运筹帷幄，扭

转乾坤，一面咏志抒怀，先后创作了《十六字
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
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多首不朽的
诗词。 这些作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
征辗转曲折的行动轨迹， 更艺术地再现了
红军长征历经困苦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清平乐·六盘山》诞生之后，曾历经
几次修改，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这
个版本。1961年9月，毛泽东应宁夏领导同
志之请，亲笔书写了这首词，赠予宁夏。

如今，在宁夏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等
纪念景点、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里，经常可以
看到手书的《清平乐·六盘山》，它激励着宁
夏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银川8月12日电）

追忆红色经典
———《清平乐·六盘山》的诞生

� � � � 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 12日， 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
关在154个城市， 对去年以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缴的10.7万
支非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进行集中安全销
毁。 这是公安部继去年9月组织146个城市开展集中统一销
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后，再一次组织该类活动。

据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8年2月，由公安部牵
头建立24个部门参加的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
际联席会议，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今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联动，
履职尽责、扎实工作，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取得
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国破获涉枪涉爆案件1.6万起，打
掉团伙163个，捣毁窝点117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1.7
万人。经过打击整治，今年1至7月，全国持枪、爆炸犯罪发案
总数同比下降20%。

此次统一销毁活动在湖北省武汉市设主现场，在辽宁省
沈阳市、福建省福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四川省泸州
市设立4个中心现场，其他149个城市设分现场。

在全国各地集中统一销毁活动现场，公安机关会同有关
部门采取实物展示、发放传单、以案释法、现场讲解等多种方
式， 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非法枪爆物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充分展示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工作成效和铲除枪爆祸患
坚定决心， 教育警示广大群众自觉抵制远离非法枪爆物品，
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参与防范打击涉枪涉爆犯罪工作
的合力。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已根
据群众举报查破涉枪涉爆案件1040起， 抓获涉案人员1165
人，兑现奖励50余万元。群众主动上缴、举报查缴枪爆物品数
量占到了收缴总量的72%。 欢迎广大群众支持参与专项行
动、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对群众举报的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
关将及时核查侦办、及时兑现奖励。

全国154个城市开展
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截至当日16时，台风“利奇马”已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
东、安徽、福建、河北、辽宁、吉林9省市897万人受灾，171.3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其中已安全返回138.8万人。

8月12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台风“利奇马”北上
强降雨应对工作，强调台风过后不能有丝毫松懈，后续带来
的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决口漫堤和
城市内涝等灾害。要求各地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
查，落实江河湖泊重要堤防、水库水电站、地质灾害隐患点巡
查防守和应急抢险责任，盯紧人口密集区，加强山前屋后、河
流沿岸房屋安全检验，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必要时果断采
取停产撤人措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要发挥国家队和
主力军的作用，对可能产生风险的重点地区前置力量，精准
高效救援。

国家防总12日派出工作组分赴辽宁、河北，指导协助当
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应急管理部对山东紧急启动国家救
灾应急响应，并应山东省要求，调派一架重型直升机前往参
与抢险救援工作。

“利奇马”致897万人受灾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后续强降雨应对工作

!!"#$!

! ! ! !!"#$% &'()*+,-./0123456
789:;<=%>,?@ABC@DBE@F%G<H
IBJ>KL%M.NH7O7P%QRSTUVWX

OYSZ[\]45^<% _`Sabcdefg
<hGijklmX nopEqrBstBuvBuwxy
z%{|}~aSefW�X �&'D��%uv���
��M.ef "# ���X ���(d���OYSM.
����B�M.����B�����B��� ¡x
g<%¢£�.B¤.B¥.¦�X §¨./©ª«¬B
.®¯°±²³´µ¶B ·¸¹.®¯º»¼½¾¿
µÀX -�(·¸¹7º».®¯Á|ÂÃÄÅ%¨Æ
<9ÇÈX É±ÊËÌ«.²�/6ÍBÎBpÏxÐÑ
ÒÓX >,Ô�ÕÖ×©ØÙÚo%£²Ì«.²�/@
Ûµ¶X Ü£ÝÞß¶%àáâãä.X ��Ðåæçè
éêBë?ìx-í'îïBðïBñò{^S¨òóô%õ
Qö®�÷øùúûªüý-�(./Ýþÿãþ!"
{^SûªX "%&' ()*#

!"#$%&'()*+,-

下期奖池：3598377683.3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17 1 2 3
排列 5 19217 1 2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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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93 16 17 26 29 35 01+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9

2

10000000 90000000

160000008000000

荨荨（上接1版）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

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在这个世界上”，这
句话成了疗养院里不少残疾人的座右铭。
【记者手记】

对一个健全人来说， 很难想象下半身
没有知觉是一种什么体验， 更难体味大小
便失禁状态下该怎样生活。有截瘫患者说，
瘫字的组成是一个“病”字旁一个“难”，能
从侧面说明残疾给人带来的痛苦。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事业格外关注 。
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覆盖数千万残疾人
口，包含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儿童康复
补贴等内容的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 ，残
疾人事业整体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在幸福的中国，残疾人同样能够
收获社会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共同为中国梦努力奋斗。

【故事二】
奔跑，向着更好的生活进发

“总书记亲切、平易近人。”时隔近六
年， 丛龙江对习近平总书记来他家时的
场景记忆犹新。

2013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来到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道多福社
区，走进下岗再就业职工丛龙江家里。

社区服务好不好、 实施暖房工程后
冬天温度能提高几度、 家里还有什么困
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

那时的丛龙江，生活还很困难：他在
一家汽车物流配送企业实现了再就业，
但每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妻子下岗在
家照看有病的母亲； 儿子刚刚开了一家

汽车装饰店，小孙女还不到一岁……
今年7月下旬， 记者走进丛龙江的

家，73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丛
龙江说，这些年生活改善了，屋子进行了
简单装修，新换了沙发，添了书柜。

前几年， 社区帮助丛龙江儿子申办
了8万元小额无息贷款， 扶持他创业。全
社会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 丛龙江儿子
的生意也有了起色。

2017年，丛龙江退休了，不但每月能
及时、足额领到退休金，而且金额每年都
在涨。

丛龙江家所在的多福社区大院，正
进行着新的改造工程。 社区党委书记孟
晓丹介绍， 这次改造政府投入2000多万
元， 在上一次自来水、 煤气等改造基础
上，对小区的景观、下水、照明等进一步
改造，使小区功能彻底改善。

“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一直记得总
书记‘把日子过得更好’的嘱托，为这个
期望努力着。”丛龙江说。
【记者手记】

丛龙江一家生活的改善，折射出许多
下岗再就业家庭克服困难奔向幸福的脚
步。把下岗职工安排好，对于我国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化解和淘汰过剩
产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 积极创造再
就业机会： 采取政府安置与市场安置等
方式帮助解决职工就业； 积极引导下岗
职工在服务业领域实现再就业； 为市场
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减负 ，增
强市场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中央有关怀，地方有行动，越来越多的丛
龙江们会在新的岗位上用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

【故事三】
自信，写在她的脸上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家时，一张土炕
占去半间屋子，余下半间，放着两个橱柜
和一张桌子，几乎转不过身来。”

夏日午后，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
村民唐宗秀比划着向记者回忆。

2012年12月底， 习近平总书记到阜
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30日一大早，踏
着皑皑白雪， 他来到唐宗秀家。“总书记
问我种了几亩地、粮食够不够吃、取暖的
煤炭够不够……”

“那是个大冷天， 可我心里热乎乎
的。”唐宗秀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唐宗秀说， 当时她家门外的小路用石
头铺成， 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现在到
处都是柏油路， 村里人后悔没留几条碎石
头小路，让游客们来体验体验。”她笑着说。

如今， 唐宗秀家的老房子变成了几间
青砖大瓦房，花布门帘让小院更显亮丽。

断桥铝门窗、地暖，灶火房里装了橱
柜和抽油烟机，厕所有冲水式坐便器和热水
器……带记者参观了一圈新房子，唐宗秀难
掩满足：“咱农民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房子住得宽敞， 唐宗秀也去了最大
的心事———往年春节， 因为房子小，4个
孩子不能一起带着全家来拜年， 总不够
热闹。唐宗秀说，现在不一样了，今年过

年，几个孩子一块带着全家来了，一大家
子人甭提多热闹了。

“骆驼湾村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的
关怀， 离不开省市县和社会各界的倾力
支持。”说起变化，河北省能源局驻骆驼
湾村干部黄文忠感触颇深。他介绍，村里
如今有了村集体企业，村民个个有分红。

2017年，唐宗秀家退出低保户。她合
计着，今年腿上的老毛病好一些了，就跟
老伴儿一块到村集体企业打工， 一个月
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说起最大的愿望， 唐宗秀笑着说：
“日子好了，盼着总书记再来看看。”
【记者手记】

深山区、低保户 、老年人 ，这些词汇
的结合会是一幅什么画像？

记者见到与这三个词都有关的唐宗
秀时，自信写在她的脸上。物质上的帮扶
让唐宗秀摆脱了生活的困境，“只要有信
心，黄土变成金”等农户家墙上的标语 ，
则反映出村民们精神上的改变。

千方百计排忧解难， 群众冷暖放在
心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2013年至
2018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城乡低保、医
疗救助、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资金8400
多亿元 ， 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长9.2%、
14.7%；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 加强对贫困人
口、低保对象等人群的关爱服务……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 在社会各界的
帮扶支持下， 困难群众正在向着全面小
康的目标努力奔跑。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在关怀与自强中活出精彩人生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我当时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
从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羽毛球女团
体校甲组颁奖台上走下来， 湖南队教
练丁楠终于松了口气。

在12日进行的二青会羽毛球女团
决赛中， 湖南队以3比0力克上海队，
喜获金牌。 单看决赛的比分， 貌似湘
妹子的夺冠之路格外“轻松”， 其实
这一路下来， 格外惊险。

从整体实力来看， 二青会湖南、
上海和福建队最为强劲， 阵中国家队
队员也最多， 而湖南与福建队在1/4
决赛便狭路相逢。

说起这场攻坚战， 丁楠仍心有余
悸： “那场球打得太艰难了， 最后一
轮打到2比1才赢。” 总比分3比2惊险
战胜福建队后， 湘妹子的自信心和竞

技状态都得到提升， 半决赛又顺利拿
下广州队。

“决赛我们对预期的困难做了充
足的准备， 毕竟对方有三名单打选手
都是国家队的， 但没想到我们的孩子
今天发挥得这么好， 只打了3场比赛
就拿下了。”

团体赛的第一场永远是最难打
的， 湖南队第一单打周萌又是队伍中
年纪最小的， 在与上海队第一单打吕
艳妃的历史交手记录中， 也是输多赢
少。 所以， 担当重任的小姑娘在决赛
前有些紧张。

如何帮助周萌缓解压力， 丁楠想
到一个“妙招”。 “比赛前， 我特意
带着她到外面操场跑了两圈， 还让她
大声地吼了几句。 比赛中， 虽然周萌
在刚上场时还是有点紧张， 但她调整
得很快， 笑到了最后。”

周萌以2比1战胜劲敌， 为湖南队
开了好头， 随后女双魏雅欣/坑姝良
以2比0再下一城。 为保第二轮双打拿
分， 湖南队在第三轮只能派上一名省
队队员， 她叫郭睿怡。 丁楠说： “没
想到睿怡最后把对方一名国家队队员
给拼下来了！”

作为湖南竞技体育的传统强项，
近几年我省羽毛球拔尖人才有所减
少， 但后备力量仍处在全国前列。 二
青会， 湖南女团5名主力均为国家队
选手， 加上去年获得雅加达亚运会女
双冠军的贾一凡， 她们将成为湖南备
战2021年全运会的重点队员。

值得一提的是， 17岁的安化妹子
周萌在7月底举行的羽毛球亚青赛上
斩获了一枚单打金牌， 取得湖南女羽
近年来在单打项目上的突破。

（湖南日报太原8月12日电）

二青会我省又添4金
湖南日报太原8月12日电（记者 蔡矜

宜）度过“无金入账”的两日，今天的第二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 湖南代表团在蹦
床、羽毛球、射击、举重和跆拳道项目上迎
来丰收———斩获4金5银7铜。

蹦床项目，罗鑫、肖宇强、杨惟宇获得
俱乐部组甲组男子单跳团体金牌， 在俱乐
部甲组、乙组女子单跳团体、男（女）子蹦床
团体等项目上，湖南队还拿到了3银6铜。射
击项目， 刘杨攀获体校组甲组男子25米手
枪速射个人金牌，刘杨攀、肖竣峰、徐俊健
获体校组甲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银
牌。举重项目，彭政林以总成绩313公斤登
顶体校组甲组男子73公斤级比赛。 冯欢获
跆拳道体校组女子49公斤级银牌。 钟好羲
获柔道俱乐部组女子48公斤级铜牌。

蹦床世界冠军、湖南队教练陶毅赛后
说：“今天主要赢在技术分上，其中怀化伢
子杨惟宇表现突出，在接下来的个人单项
中也很有竞争力。”

截至8月12日， 湖南代表团在22个项
目上获得27金35银49铜。

湖南女羽“夺金记”

“决赛前我带着她跑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