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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２８

日电（记者

车玉明 董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真贯彻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

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系统总

结

２００９

年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加

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

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政策措施，全面部

署

２０１０

年的农业农村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会

议。 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

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专门研究审议了会议文件，对

开好会议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讨论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２０１０

年农业农村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

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建设

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持久动力， 按照稳粮保供给、

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

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三

农”工作，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强调，明年中央指导农业农

村工作的文件，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

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为主题，这是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认真研判“三农”形势，广泛听

取各方意见，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重

大决策。

会议提出了明年农业农村工作

的重点任务：

一、毫不松懈抓好主要农产品生

产供给。 要努力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

展，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信号不能

变、要求不能松、支持不能减。 积极推

进菜篮子产品生产方式转变，大力推

动菜篮子产品集约化、设施化、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 加强和改进农产品

市场调控， 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

努力稳定农产品市场，保持价格合理

水平。

二、持之以恒增强农业发展支撑

能力。 要抓好农田水利建设，尽快改

变抗灾能力弱的局面。 抓好高标准农

田建设，加快建成一批高产稳产基本

农田， 着力提高耕地的持续增产能

力。 抓好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建

设，力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

现重大突破， 切实把加快良种培育、

做大做强种业作为战略举措来抓。 抓

好农业机械装备建设，进一步推动我

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

三、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

业。 要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展农民外

出就业空间，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

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

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壮大县域经

济，积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 加

强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民就业创业

能力。

四、下大力气推进农村公共事业

发展。 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支持农村住房建设，加快农

村电网改造升级。 进一步加快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

水平、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公共文化

体系建设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进一

步推进生态建设，推动重点林业生态

工程和林业产业发展，推动草原生态

建设，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

设，推进农村环境治理。 进一步抓好

农村扶贫开发。

五、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 要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

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

长久不变，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 继续推进草原基本经营制度改

革，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序

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坚持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

约用地制度。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

伐， 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产

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继续深化农村综

合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２８

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

２８

日在会见全国审计工作会议

暨全国审计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代表时指出， 审计系

统要坚持 “依法审计 、 服务大局 、

围绕中心 、 突出重点 、 求真务实 ”

的工作方针， 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温家宝指出，

２０１０

年， 审计系

统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

对公共投资项目的跟踪审计。 特别

是对有财政资金投入的建设项目 ，

做到及时跟进、 全程监督， 坚决防

止出现劳民伤财的 “半拉子” 工程、

“豆腐渣” 工程和不切实际的形象工

程、 政绩工程， 确保项目都能经得

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二是加强预

算执行审计。 通过审计使各级财政

预算更加公开透明， 自觉接受广大

人民群众的监督。 规范和拓展对党

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

经济责任审计， 促进各级领导干部

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增强法制观念

和责任意识。 三是维护国家经济安

全。 通过审计及时发现和反映经济

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当前尤其要重

视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 四是严肃

查处大案要案。 要深入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 继续加大对重大违法违规

问题的揭露和查处力度， 充分发挥

审计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五是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建设。

温家宝指出

加强对公共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坚决防止出现劳民伤财的“半拉子”工程、

“豆腐渣”工程和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三年后北京到广州 坐火车只需８小时

据新华社武汉

１２

月

２８

日电 （记

者 魏梦佳 熊金超） 武广高速铁路

客运新干线已于

２６

日全面投入运

营，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目前， 京石、 石武高速铁路

正在紧张修建 ， 到

２０１２

年北

京至广州坐火车只需

８

小时。

据武汉铁路局介绍 ， 经

多次提速后， 自北京至广州

间的客车旅行时间由过去

９０

多小时缩短到

２１

小时。 随着

武广高铁的开通， 以及其他

高速铁路建设的逐步推进 ，

京广高速将在未来形成大动

脉， 贯穿中国南北， 从北京

坐火车到广州大概只要

８

个小时。 我

国全力打造的铁路客运 “

８

小时交通

圈” 将逐渐变为现实。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明年农业和农村工作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12

月

26

日，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农民在一家粮食收购点装运玉米。 据了解， 宁夏

2009

年粮食总产量达

340

万吨，

创历史新高， 实现连续第六年增产。 新华社发

明年中央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文件， 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

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主题

明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毫不松懈抓好主要农产品生产

供给；持之以恒增强农业发展支撑能力；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

就业；下大力气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２８

日电 （记

者 陈玉明） 国防科工局

２８

日召开国

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 记者从会上

获悉， “嫦娥二号” 任务各系统已

基本完成产品研制， 卫星正在进行

总装测试， 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底发射升

空执行试验任务。

据了解， 探月二期工程 （包括

“嫦娥二号” 和 “嫦娥三号” 任务）

经过各系统的努力， 各项工作总体

进展顺利。 “嫦娥二号” 卫星是探

月二期工程的技术先导星， 其主要

目的是为 “嫦娥三号” 任务实现月

球软着陆进行部分关键技术试验 ，

并对 “嫦娥三号” 着陆区进行高精

度成像。

据介绍 ， 目前 ， “嫦娥二号 ”

卫星突破了地月转移轨道发射 、

Ｘ

频段测控、 近月捕获、 环月飞行轨

道控制、 深空测控通信及高分辨率

立体相机研制等六项关键技术。 一

年来， 卫星系统已完成关键技术攻

关、 正样产品的验收工作， 正在进

行整星总装测试和大型地面试验验

证； 火箭正样产品目前正在按计划

生产和试验； 发射场系统、 测控系

统和地面应用系统正按计划进行地

面设备改造和试验。

“嫦娥二号”明年“奔月”

各系统已基本完成产品研制，卫星正在进行总装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