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捍卫祖国的碧水蓝天，是我们共同
的心愿！守护洞庭湖候鸟，从我做起。”

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环洞庭湖站以“生态洞庭·魅力环湖”为
主题，随着比赛在10月12日、13日先后抵
达岳阳、南县，车手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向
全社会倡导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珍稀物
种，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本次环洞庭湖站除继续强调绿色

出行理念外， 也加强了生态保护的宣
传， 将洞庭湖生态区的63种珍贵候鸟
制作成宣传贴纸， 贴在了每辆新能源
汽车上，无论是车手还是沿途民众，都
能直观了解到珍贵候鸟的知识， 以及
保护候鸟的意义。

13日上午8时，环洞庭湖站全体车
手和组委会工作人员登上岳阳楼宣读
绿色宣言， 为洞庭湖地区候鸟守护的
公益行动激昂发声。

“我们共同呼吁：‘提倡节能减排，

低碳生活；提倡爱护环境，守护候鸟。
守护绿水青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捍
卫祖国的碧水蓝天， 是我们共同的心
愿！守护洞庭湖候鸟，从我做起’。”

13号车车手赵志鹏和领航员来自广
东，他们车上贴的候鸟是小白额雁。在岳
阳楼景区看着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两人
十分震撼， 也深深体会到保护候鸟的意
义。他们介绍，在广东他们也在做垃圾回
收的环保工作，这次参赛，深入了解了赛
事以及赛事推行的环保理念， 对洞庭湖
的美景、生态也十分赞叹，这都更加坚定
了他们继续进行环保工作的决心。

截至14日，车手们已抵达常德市，15
日将展开常德至益阳赛段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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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

———专家解读《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国务院新闻办14日发表
《中国的粮食安全》 白皮书，向
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中国的粮食
自给能力、 对世界粮食安全的
影响和贡献、粮食支持政策、粮
食市场开放等问题。

1996年， 中国政府曾发
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
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谁
来养活中国人”的质疑。时隔
23年后，中国为何再次发表粮
食白皮书？新华社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相关专家，对白皮书的
内容以及中国的粮食安全问
题进行解读。

� � � �白皮书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
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
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对此，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姜长云说，我国不仅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 还重视粮食安全生产体系建
设、创新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
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 构建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同时， 中国积极扩大粮食市
场对外开放， 用好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 两个市场， 并加强国际合

作，分享粮食安全的经验和资源，
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
理。白皮书资料翔实，有理有据，
分析论证都很有说服力。

从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到
保护和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从
创新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到健全完
善国家宏观调控， 从大力发展粮
食产业经济到全面建立粮食科技
创新体系……白皮书对中国特色
的粮食安全之路进行了系统介
绍。

� � � �白皮书指出，从中长期看，中
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
势，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
刻也不能放松。

叶兴庆认为， 未来粮食安全
最大的挑战在于国内外粮食价格
和成本倒挂问题， 面临的价格和
成本压力将越来越大， 中国粮食
安全必须解决好竞争力问题。同

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
食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努力
提高粮食品质需要不断努力。

面向未来，白皮书指出，中国将
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
全之路，推动从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
产业强国迈进，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上，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
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姚惠源
说，粮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古
今中外都把粮食视为重要的战略物
资。确保粮食安全永远在路上，不能
有半点松懈。 我国粮食生产还需进
一步提高地力以及自然灾害防御能
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人们
对口粮的需求也更加注重绿色、安
全、营养和健康，这些都是确保粮食
安全的新使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 �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
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当前中国
农业生产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对
外开放也进入新阶段。国内有人担
心粮食安全是不是有问题，国际上
也有人担心中国是不是要维持
100%自给率、走封闭的老路，对此
白皮书阐明了中国粮食安全政策
和立场， 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的方
针，主动回应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
粮食政策的担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李国祥认为，白皮书全面展示了
70年粮食安全成就，总结了中国在保
障粮食安全方面的探索，有效针对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作出回应。

“中国是否会进行贸易保护、损
害别国利益、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 针对国际社会有关疑问，白
皮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和
回应。” 李国祥表示，“中国的粮食
主要靠自给， 同时坚持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全球合作， 共建粮食安
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和经验。”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
长李广禄说，通过白皮书把形势讲
清、前景讲明，释疑解惑，表明我们
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白皮书梳理总结了中国
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做法和成功
经验，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白皮书彰显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对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进行了系统介绍

未来仍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 � � � 2019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孙小果强
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一案依法再审开庭审理。同时，记者
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 云南省检
察机关已于近日对孙小果出狱后涉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起公诉， 云南
省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果
案19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重
要关系人移送审查起诉。

2019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对孙小
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
行开庭审理。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履行职务， 孙小果委托的两
名辩护律师出庭进行辩护。 该案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判处孙小
果死刑， 后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改判死缓、 再审改判有期徒刑
二十年。 孙小果实际服刑十二年零
五个月后出狱。2019年7月18日，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原再审
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
误，依法决定对案件启动再审。

因部分案件事实涉及个人隐
私，依照法律规定，法庭对不涉及个
人隐私的寻衅滋事罪公开审理，对
涉及个人隐私的强奸罪、 故意伤害
罪及强制侮辱妇女罪不公开审理。

庭审中， 检察员申请了两名证人
远程视频作证，一名鉴定人出庭作证，
并就孙小果原审认定的犯罪事实、证
据及法律适用等发表了出庭意见，建
议撤销原相关判决， 另行作出正确判
决。孙小果及其辩护人围绕犯罪事实、
证据及犯罪情节等发表了辩护意见，
孙小果作了最后陈述。

法庭依法保障了被告人、 辩护
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了被害人、证人
的隐私权。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
记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择

期宣判。
记者获悉，经调查，孙小果2010

年出狱后， 又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多起
犯罪。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
管辖，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对孙小果等
13名被告人分别以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聚众
斗殴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依法向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玉溪市
江川区人民检察院对李爽等其他22名
涉案被告人分别以开设赌场罪、 寻衅
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
骗罪、 故意伤害罪依法向玉溪市江川
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记者获悉， 因孙小果案被查的20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中，有19
人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李卓
宸（孙小果哥哥）未涉嫌刑事犯罪。

云南省监察机关已对云南省司法
厅原巡视员罗正云， 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

田波，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
刘思源、原副局长朱旭，云南省公安厅
刑事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昆
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 公安
分局原局长李进， 官渡区公安分局菊
花派出所原所长郑云晋， 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刑二庭原副庭长陈超， 以及
孙小果继父李桥忠、母亲孙鹤予，四川
王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彬，昆
明玉相随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冯云
等13人分别以涉嫌徇私枉法罪、 滥用
职权罪、徇私舞弊减刑罪、行贿罪、受贿
罪等罪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云南省检察机关已对云南省监狱
管理局安全环保处原处长王开贵，云
南省第一监狱原督查专员贝虎跃、指
挥中心原监控民警周忠平， 云南省第
二监狱十九监区原监区长文智深、监
狱医院原管教干部沈鲲， 官渡监狱原
副政委杨松等6人以涉嫌徇私舞弊减
刑罪审查起诉。

目前， 检察机关已依法对上述
19名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 相关案
件正在办理中。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
检察院表示， 将依法公开公正办理案
件，及时向社会公布进展情况，回应公
众关切。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4日电）

孙小果再审案件开庭审理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被提起公诉
19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
者14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 中央
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公务员
招考报名即将开始， 考生可于10月
15日8:00至10月24日18:00期间，登
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
//bm.scs.gov.cn/kl2020） 进行网上

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4日
在全国各省会城市、 自治区首府、直
辖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这是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实施后
第一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
员招考， 计划招录2.4万人， 涉及中
央和国家机关86个单位、 23个直属
机构。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1982
年9月1日至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这次大会为我国制定了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

党的十二大第一次鲜明地提出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
导思想， 为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凝聚在一起， 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邓
小平在为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
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
本结论。

十二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是确
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 即：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 逐步实现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围绕总任务， 大会提出了全面开

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
奋斗目标、 战略重点、 实施步骤和一
系列方针政策。 其中， 在经济建设方
面的奋斗目标是： 从1981年到本世纪
末的二十年， 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
总产值翻两番， 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突出
强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
义民主， 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二大通过了重新修改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新党章继承和
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
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作了更为充
分、 具体的规定， 体现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党的建设
的新要求。

十二大选举的新一届中央委员
会，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
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 经验丰
富、 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

开创新局面的纲领

� � � � 据新华社深圳10月 14日电
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
察破冰船“雪龙2”号将于10月15
日从深圳启航首航南极， 与“雪
龙”号一起展开“双龙探极”，开启
中国极地考察新格局。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主任秦为稼在中国第36次南极考
察新闻发布会上说， 本次考察以
“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
为根本遵循， 掌握南极变化对全
球影响的趋势， 提高我国适应与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积极参与
南极全球治理。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首次在

深圳举办， 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
队暨“雪龙2”号受邀从深圳启航。

根据自然资源部批准的“中国
第36次南极考察总体方案”，考察队
由来自105家单位的413人组成。

“雪龙2”号将首先前往南极
中山站开展作业， 随后开展南大
洋宇航员海综合考察和长城站考
察，预计2020年3月下旬回国。

“雪龙”号将于10月22日从上
海出发，前往中山站开展作业，随
后开展罗斯海和阿蒙森海科考作
业，再到戴维斯海、普里兹湾、中
山站作业，之后回国，预计2020年
4月中旬返回上海港。

� � � �图为10月14日在深圳拍摄的“雪龙2”号（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开启“双龙探极”新时代

“雪龙2”号15日首航南极

� � � �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蔡矜
宜）“很抱歉我们从酒店过来花了1个多
小时， 所以要抓紧马上训练。”14日18时
30分， 出现在新闻发布厅的国足主帅里
皮未落座，话音刚落便匆匆离开。原定于
当日18时15分进行的世预赛“菲中之战”
国足赛前发布会， 由于里皮所乘车辆遭

遇堵车， 而组委会指定的赛前官方训练
时间已经开始，无奈之下，里皮临时决定
取消赛前新闻发布会。

随后，中国国家队官方发布公告：虽
已提前半小时出发， 但里皮的车辆因无
警车开道，所以抵达场馆较晚，其取消发
布会前已与组委会沟通。

北京时间15日20时， 中国男足将在
巴科洛德迎来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第三场战役———客战菲律宾队。 前两
场，中国队分别以5比0和7比0大胜马尔代
夫和关岛队。作为国足第三个对手，菲律
宾队的实力较前两者更高一筹，但里皮率
领的国足此前三次与之交手， 取得了8比
1、3比0和2比0的比分，优势较为明显。

由于巴科洛德城市的配套设施有
限，从球场硬件到球队的吃、住、行等，
国足还将面临众多挑战。

国足今晚客战菲律宾队

堵车1小时，里皮取消赛前发布会

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将环保进行到底

车手化身候鸟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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