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调查组：
深圳滑坡灾害
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国务院深圳光明新区“12·
20”滑坡灾害调查组经调查认定，此次滑坡灾害是一起受
纳场渣土堆填体的滑动，不是山体滑坡，不属于自然地质灾
害，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同意，
成立由安全监管总局牵头的国务院深圳光明新区渣土受纳
场“12·20”事故调查组，由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担任
组长，立即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首次突破200亿件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国家邮政局获
悉，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200亿件大关，继续稳居世
界第一。 预计201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将突破206亿件，实
现同比增长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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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改革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法宝，也是开创美好未来的
关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做好改革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这次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着眼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个重点任务，就加大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出战略部署， 就是要通过改革
创新破除发展障碍、增续内生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
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
开局。

改革是解决矛盾、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37年来，从
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
新性概括， 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
度，不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加大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正是为了
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
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我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
为现实，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我们着力加强结
构性改革，进而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要义。

“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 ”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锐意改革、 大胆创新，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中国经济必将培育新动能、焕发新活力，实现社会生产
力的整体跃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载12月26日《人民日报》）

“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发挥
财政投入对结构性改革的引导作用”……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围绕农业
结构性改革，对“三农”工作进行了明确部
署，释放出惠农强农富农的强烈政策信号。

首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鲜

表述，通过我国最高级别的“三农”会议，
今天首度进入公众视野。

“中央提出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可谓抓住了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关
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
认为，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已从过去的供
需紧张状态转向紧平衡状态，部分品种还
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局面，如果不进行供给
端的结构改革，就难以应对“两个天花板”
双重挤压，无法缓解粮食产量、库存量、进
口量“三量齐增”的局面。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农产品价格
“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
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迫切需要
加快结构性改革，转变生产经营方式。

农业生产也要
“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去库存”“降成本”，这些更多用于

工业领域的词语， 这次也集中出现在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会议提出， 当前， 要高度重视去库
存、降成本、补短板。 加快消化过大的农
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 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
使用、 开展社会化服务等， 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 增加市

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分析人士认为，去库存、降成本、补

短板， 切中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 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
有之义。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基础设
施、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等
仍存在一定差距，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短
板，农业要强，短板必须补齐。 ”蒋和平说。

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将获更多“关照”

会议提出， 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
作用， 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
倾斜。

“支持政策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这
是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适度规
模经营主体，一般素质较高，对市场比较
敏感，对科技创新接受能力较强，在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方面比一家
一户的小农经济具有明显优势， 能够更
好地在农业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引领作
用。 ”李国祥说。

农产品价格机制面临“大修”
会议提出， 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 为农业结
构性改革提供动力。

价格是调节农产品供求最有效的手
段。 目前，我国对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

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 对玉米实行临
时收储制度，同时开展对新疆棉花、东北
和内蒙古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试点，这
些政策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
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变化，现行政策
有必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把
‘保供给’和‘保收益’两个目标不加区
分、合为一体。 ”程国强认为，要按照“桥
归桥”、“路归路”原则，对两个目标分而
治之，实施价补分离。 一方面，退出粮价
政策的“保收益”功能，将其回归到“解决
农民卖粮难”的设计初衷，消除对市场的
干预和扭曲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直接补
贴措施来“保收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结构性改革如何引领“三农”新走向
———透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 这次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分析
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提出用发展
新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对于统一
思想、深化认识，做好明年乃至今后五年的
“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过去五年，
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 粮食总

产迈上新台阶，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根
本性提高。农民收入实现新突破，扭转了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 农村社会呈
现新气象，亿万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形势向好，尤需谨慎。 一定要清醒看
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在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 农业农村发展正面临一系
列新挑战。 在粮食连年丰收背后， 进口
量 、库存量齐增 ，价格 “天花板 ”和成本
“地板”双重挤压凸显 ；在农业稳定发展
背后，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趋紧；在农民
持续增收背后，外出就业压力增大，务工
收入增长放缓。 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必须

牢固树立短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按照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 ，是
一场深刻变革。 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只
有依靠体制创新，才能破解谁来种地、地
怎么种、新农村谁来建的现实难题，激活
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协调发展是必由之
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破解城乡二
元结构问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 绿色
发展是必然要求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
保护自然，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开
放发展是大势所趋， 统筹用好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不断提高农业

竞争力，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 共享发展
是本质要求，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现代农
业建设，才能让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更
多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与全国人民一
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明年是 “十三五 ”时期开局之年 ，我
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
上来，埋头苦干 ，奋发有为 ，用发展新理
念引领农业现代化， 争取农业结构性改
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续写 “三农 ”发展新
辉煌， 为夺取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
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载12月
26日《人民日报》）

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151 4 3 8 7 9 1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730900.8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352 9 1 8
排列 5 15352 9 1 8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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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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滕州市西岗
镇农民在麦田里劳作 （6
月4日摄）。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 围绕农业结构
性改革，对“三农”工作进
行了明确部署， 释放出惠
农强农富农的强烈政策信
号。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 2015“酷锐运动·耐
克杯” 长沙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足球赛在长塘里小学落幕， 德馨
俱乐部以3比2击败长塘里俱乐部，
将两回合比分扳为3比3， 并凭借
客场进球多拿下冠军。

本次比赛是长沙市首次举办
的青少年俱乐部足球赛， 12月6日
开幕， 16个俱乐部参赛， 最终长
塘里俱乐部和德馨俱乐部闯入决
赛。 这两个俱乐部分别来自长沙
足球名校长塘里小学和德馨园小

学， 两队之间的对抗， 代表着长
沙市小学足球的最高水平。

在21日进行的决赛首回合比
赛中， 长塘里俱乐部客场1比0险
胜德馨俱乐部。 今天次回合较量
同样激烈， 前50分钟， 两队战成
2比2。 最后5分钟， 德馨俱乐部
在混战中攻破对方城池， 并将3
比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 拿下冠
军。

与冠军擦肩而过， 长塘里俱
乐部的几个球员伤心地流泪了。 7
号杨东林是长塘里小学六年级5班

的学生， 他告诉记者： “比赛输
了的确很遗憾， 但以后会继续努
力训练， 总有一天会击败对手拿
到冠军。” 杨东林的父亲杨必坤表
示： “踢球既锻炼身体， 又磨练
意志， 输场球不是坏事。”

近几年， 长沙市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发展迅速， 目前通过民政
局和体育部门备案审批的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已有22个。 长沙酷锐
运动负责人盛文告诉记者： “未
来将长期支持该项赛事， 推动湖
南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

长沙青少年俱乐部足球赛落幕

图为长塘里俱乐部与德馨俱乐部球员在25日的比赛中拼
抢。 梁荣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