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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近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
确了深化石油天然气体
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总体思路和主
要任务。

《意见》指出，深
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
革，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实
施国家能源战略，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正确处理好企
业、市场、政府之间的
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
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需要为目标，建
立健全竞争有序、有法
可依、监管有效的石油
天然气体制，实现国家
利益、企业利益、社会
利益有机统一。

《意见》强调，深
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
化方向，体现能源商品
属性；坚持底线思维，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坚
持严格管理，确保产业
链各环节安全；坚持惠
民利民，确保油气供应
稳定可靠；坚持科学监
管，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坚持节能环保，促进油气资源高效利用。

《意见》明确，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是：针对石油天然气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
油气勘查开采、进出口管理、管网运营、生产加工、产品
定价体制改革和国有油气企业改革，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
活力和骨干油气企业活力，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力、国际
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市场风险防范能力、集约输送和公平
服务能力、优质油气产品生产供应能力、油气战略安全保
障供应能力、全产业链安全清洁运营能力。通过改革促进
油气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大幅增加探明资源储量，不断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安全、高效、创新、绿色，保障安
全、保证供应、保护资源、保持市场稳定。

《意见》部署了八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
一是完善并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提升资源接

续保障能力。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和更加严格的区
块退出机制，加强安全、环保等资质管理，在保护性开发
的前提下，允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
常规油气勘查开采，逐步形成以大型国有油气公司为主
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勘查开采体系。

二是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制，提升国际国内资源利
用能力和市场风险防范能力。建立以规范的资质管理为主
的原油进口动态管理制度。完善成品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
易出口政策。

三是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
务能力。分步推进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
管输和销售分开。完善油气管网公平接入机制，油气干线
管道、省内和省际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

四是深化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提升优质油气产品生
产供应能力。制定更加严格的质量、安全、环保和能耗等
方面技术标准，完善油气加工环节准入和淘汰机制。提高
国内原油深加工水平，保护和培育先进产能，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加大天然气下游市场开发培育力度，促进天然气
配售环节公平竞争。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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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承诺 历史的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脱贫攻坚纪实

新华社记者陈二厚、董峻、侯雪静

这是举世关注的减贫实践——— 党的十八
大以来短短 4 年， 5564 万中国人摆脱贫
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未来
3 年，还将有 4335 万人脱贫。

这是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 绝不让一
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
康社会。

立下愚公志，啃下硬骨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
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迎来了历史性
的跨越和巨变。

不忘初心 驰而不息
———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使命担当

历史常常在开启时就昭示了方向。
2012 年 12 月 29 日，担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 40 多天的习近平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
的严寒，赶赴地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河北
省阜平县。

29 日下午 3时从北京出发， 30 日下午
1 时离开， 20 多个小时，往来奔波 700 多
公里，习近平总书记为看真贫。他踏着皑皑
白雪，走进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顾家台村这
两个特困村。在村民家中，他盘腿坐在炕
上，同乡亲们手拉手，嘘寒问暖，了解他们
日子过得怎么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
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有信心，黄土
变成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帮助困难群众
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这是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
令！

回望来路，脱贫成绩举世瞩目。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组织
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开发， 7 亿多农村贫困
人口摆脱贫困。

前瞻未来，脱贫攻坚依然面临任务艰巨
紧迫的形势。按照新的扶贫标准， 2012 年
扶贫对象仍有 1 . 22 亿人。贫困人口大多数
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农
村水平的六成。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近 16 个百分点。

而此时，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 8

年时间。
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

刺期。
怀着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爱，怀着对人民

最浓的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步伐。

4 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 30 多次到国
内各地考察，几乎每次都提到扶贫。从黄土
高坡到茫茫林海，从雪域高原到草原牧区，
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习近平总书记几乎
走遍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6 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井
冈山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在茅坪乡神山村，他
一边看规划、看手册、看记录，一边询问村民
们生活情况，还给贫困户送去年货。

人民不会忘记——— 连续 5 年，每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专门看望贫困群众。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

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
新疆等地。”习近平总书记曾满怀深情地说，
“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
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脱贫攻
坚，亲力亲为抓扶贫工作。这源于他 40 多
年来从农村到县、市、省、中央的工作过程
中始终牵挂贫困群众的扶贫情结，源于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使命担当。”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
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
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会上，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在此基础上，省、市、县、乡、村层层签订
脱贫攻坚责任书。

“五级书记抓扶贫”，这是中国的特
色，更是中国的决心。

今年 2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
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
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

“在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
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
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
群众参与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七个强化”和“五条经验”，是以
战略思维谋大局，以系统思维汇合力，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指挥下，全党
全社会广泛动员、合力攻坚的局面迅速形成。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发布，成为指导脱贫攻坚的纲领
性文件。 （下转 2 版）

砥砺奋进的五年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为帮助团以上
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全面系统学习习主席国
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更好地夯实忠诚核
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政治根基，
更好地武装头脑、加强修养、指导工作，经
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
用)，最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印发全军
团以上领导干部。

全书采用文献汇编形式，按时间顺序排
列，收录习主席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的重要文稿 67 篇，集中体现了习主
席强军兴军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
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学好用好《习近平
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用)，对于
进一步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
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熟悉掌握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推进强
军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
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论强军

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用)。要以《习近平
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用)印发为
契机，持续兴起学习贯彻热潮，进一步把认识
向高处提领、学习向信仰扎根、工作向纵深推
进，切实在掌握体系、改造学风、维护核心、引
领发展上下功夫见成效。要增强学习贯彻整
体性系统性，把《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
领导干部使用)与《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
要论述读本(2016 年版)》结合起来学习，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紧贴实际学、带着问题
学、不断跟进学，系统学习认清理论全貌，深

刻领悟吃透内在逻辑，研机析理掌握科学方
法，实现融会贯通。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
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别是正在开展的维护
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和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都要把学习《习
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用)作
为重要内容，引导全军官兵更好地用习主席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重
要论述统一思想和行动，为实现强军目标、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努力奋斗。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团以上领导干部使用 )印发全军

新华社山西长治 5 月 21 日电(记者王晶
晶)“布谷布谷，快快播谷。”春末夏初的清晨，
位于太行山西麓的岭头村，常常能听到布谷
鸟的啼叫。这一天，魏宝玉带着自己的有机羊
肥和手机下田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要“播
种”+“直播”。

48 岁的魏宝玉，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
县上司乡岭头村的村民，曾是贫困户。岭头

村海拔 1000 至 1200 米，山高沟深，交通不
便，正如“岭头”之名。而全村近 190 户人
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 46 户。

魏宝玉一家的 30 多亩地(一半是租种别
人的)，种了谷子(小米)、玉米、核桃、豆
子等杂粮。以前，这些农产品都是等人上门
收，给个价就卖，根本谈不上价钱，辛苦一
年，挣不了几个钱。

直到 2016 年 11 月，岭头村开了第一期
电子商务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是在县、乡
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办起来的。武乡县作为第
一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在
培养农村电商人才、加快农村网络建设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岭头村也率先开始探索
电商扶贫模式，让村民自己开“微店”把农
产品卖出去，自产自销。

7 天的培训课结束后，魏宝玉在老师指
导下，用手机把微店开了起来。没想到，上
午刚开店，当天晚上就有了订单——— 20 斤
小米在当地卖 80 元钱，上网就卖 200 元
钱，收入翻了一倍。

不过，魏宝玉没有满足，想进一步借助互
联网，把自己的优质小米推广出去。于是，他
想到了“直播”。 （下转 3 版）

带着有机羊肥和手机下田“直播”

农民微商魏宝玉巧心思卖米

5 月 21 日，衡水市冀州区周村镇一名农民在
田间查看小麦长势。当日是“小满”节气，农谚有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之说。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小满到麦管忙
初夏，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望虎屯村的 200 余

亩百合陆续盛开，百合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和
购买，带火乡村旅游。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百合开引客来

■新媒接入

▲ 2016 年 4 月 21 日，陕西紫阳县蒿坪镇黄金村几十户村民拿到搬迁安置房钥匙，准备迁入新居。“十二五”期间，陕西紫阳县共建设
集中安置点 217 个，实施扶贫搬迁安置 64345 人。据介绍，陕西省“十三五”期间扶贫搬迁工作计划投资 1320 亿元，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66 万户 235 万人。(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老”农民奔小康玩转“新”花样

走在天路上是什么感觉？

体验太行山南麓的挂壁公路

▲直击挂在山崖上的“绝壁公路”，请扫二维码

农民魏宝玉讲述他的“互

联网+农业”故事，请扫二维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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