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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 月
15 日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
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事在
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全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
本政治规矩来执行。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
治局连续 3 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
告，并将这项工作写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若干规定》。实践证明，这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十分必要、很有意义，必须坚持下去。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自觉坚持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履职尽责，保证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的领导作用，严格
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组自
身建设，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发挥了表率
作用。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央书记处认真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协助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贯彻落实，
指导做好群团工作，推动党内法规完善实施，配合办好一系
列重要会议和重大纪念活动，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会议强调，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增强“四

个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正确的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确保令行禁止、政
令畅通。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提高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带
头贯彻党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党组自身建设，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在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处要增强“四个意
识”，自觉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把握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工作主线，观大势、谋全局、议大
事，自觉服务大局，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党中央重要任务落
实见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新华社上海 1 月 15 日电
（记者白少波、郭敬丹、张千千）
冬日的上海寒风瑟瑟，但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门前仍然排着
长队，慕名而来的参观人员络
绎不绝。步入纪念馆，迎面是一
幅大型铜版画《起点》，画面中
是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 15 位
代表的半身像。来自上海市向
明中学的高二学生陈俊宇作为
志愿讲解员，正从这里开始，向
参观者娴熟地介绍着纪念馆里
的每一件展陈。

过去一年里，每周末就有
几名像陈俊宇一样的“00 后”

高中生，走进一大会址担任志
愿讲解员。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
前的建党历史，通过这些志愿
讲解员娓娓道来。

“我们这一代人和当年的
代表们相比，有很大不同，但有
一点是相同的：都希望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陈俊宇说，每一
次讲解都是一次自我洗礼，尽
管时代不同了，但是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的梦想依然是“新青
年”的心声。

“在中共诞生地做志愿者
是件非常光荣的事。”陈俊宇
说，别的讲解基地只要通过学
校的面试就可以了，这边还需
要通过纪念馆的面试。“这种严
格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一种责
任，也让我充满了使命感。”

“缅怀墙”是纪念馆最后一
个展陈项目，每次讲解到这里，陈俊宇都会向先烈们的遗像
深深鞠躬。他说，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共产
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在建设新中国的年代，同样有众多党员
舍生忘我，奋斗终生。这些先烈和仁人志士都值得铭记。

陈俊宇的校友、同为“00 后”的李弘毅也在这里做讲解
员，他的家就在一大会址附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大会址门
前排起长队。李弘毅说：“每个参观者的脸上都是虔诚的表
情，来到这里，大家都被庄严肃穆的氛围所感染。”

得到成为志愿讲解员的机会，李弘毅很珍惜。在他看
来，爱党爱国爱人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我在电视上
看到十九大召开，看到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冲上蓝天，心里特
别自豪。”

来自华师大二附中的高二学生沈梦菲说：“小学时候班
主任带我们来过这里，那时我只有 10 岁。”那天与中共一大
召开的日期是同一天，她被这座老石库门建筑震撼了。

“讲解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新中国的创建有一段苦
难而辉煌的历史。在党的带领下我们经过了曲折发展，成长
了，也发生了巨变。”沈梦菲说，“作为中国人我感到自豪。”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陈俊宇说：“到那个
时候，我希望自己更有担当。”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宣教部主任助理张洁说，这些学
生志愿讲解员年轻、有朝气，新时代里，他们有着自觉的使
命感。“他们是国家的希望，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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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儿科看病难“痛点”

需综合施策

7 版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正值数九隆冬，天刚蒙蒙亮，湘西古丈县红石林镇的农
民王锡平和几位邻居一起，合力将自家饲养的猪从猪圈拉
出，开始宰杀年猪，做腊肉，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准备年货。

放猪血、烫猪皮、剃猪毛，再把盐和白胡椒粉抹在切好的
猪肉上……一套工序下来已是正午时分。忙碌之余，老王也和
记者来了一番“年终总结”，“码码”这一年的“收获”。

2017 年老王家“收成”不错。家中十几亩地，原来种
烟叶，去年轮耕种上了辣椒，收入 7 万元左右。他还在政府
扶持下开办农家乐，获得 3 万元左右收益。他把乡亲们都叫
来，邀请他们一起吃“杀猪菜”。

雾气慢慢散去，老王抬头擦了擦汗，举着沾满白胡椒粉的
猪肉对记者说：“杀猪对我们家来说是件大事。过去我连肉都
吃不上。二十多年前结婚分家的时候，我们家的米和肉都是管
乡亲借的，父母除了几百块钱的债务，什么都没留给我。”

过去虽然家里条件艰苦，老王还是坚持让女儿读书。“两
个女儿都很争气，一个在天津读博士，一个已经硕士毕业了。”

老王的家乡杜家坡有着丰富的耕地资源，政府大力扶持
种植业生产。他家中的地用于种植烟叶和辣椒，收成好时年收

入能达到 12 万元左右，差时也有 6 、7 万元。

记者从古丈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了解到，结合农业产业
发展现状，古丈积极引导鼓励贫困农户发展茶叶、柑橘、油茶
等特色种植业和猪、牛、羊、家禽为主的特色养殖业，并按养殖
规模奖补，为贫困农户稳定脱贫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王能脱贫致富，除了政府帮助，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勤
劳能干。”当地基层干部告诉记者，经过大家多年努力，贫困群
众人数从 300 多人减少到现在的 7 人。

政府还投入 5000 万元用于旅游扶贫项目，大力培育乡村
生态游、休闲游、体验游等业态产品，培育土家文化和苗族文
化特色旅游村。去年全县接待游客 149 . 7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2 . 64 亿元，带动 1503 户村民脱贫致富。

“冬至过后都是杀猪的好时节。”这一天，老王家杀了三头
猪。因为红石林、坐龙峡等周边景点的开发，前来游玩的客人
逐年增加，多做些腊肉可用于为游客提供饮食。

给记者“年终总结”一番之后，老王又双眼放光，亮出“新
年计划”，“希望来年能把农家乐搞得更火。”

(记者詹妮)新华社长沙电

农民老王的“年终总结”

▲ 1 月 15 日，市民在一个大棚内欣赏盛开的樱桃花。目前河北
省秦皇岛市海阳镇包括大棚果树在内的林果面积达 1500 多亩，种植
户每亩年纯收入达 5 万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特色农业助农增收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立彬)为贯彻落实中
央有关部署，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我国将逐步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
者的情况，以更好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15 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
议上说，要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
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
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
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完善促进
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推动建立多主体供
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

姜大明说，国土资源处于供给端的重要位置。在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全系统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明确“住宅用地是保障住有所居的、不
能用来炒作投机”，强化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制定住宅
用地中期规划和三年滚动计划，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租赁住房试点，努力稳定社会预期。

政府将不再是唯一

居 住 用 地 供 应 者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立彬)作为一项重大
创新，我国将探索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
宅基地及农房使用权“三权分置”。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15 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
议上说，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是一项重大创新。
姜大明说，现在到了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投向“三农”

的时候了。要坚决破除制度障碍，解决乡村建设用地制约。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以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为目的，保障农
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激活农村沉睡土地资产。

姜大明强调，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
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破，要严
格禁止下乡利用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私人会馆等。

我 国 将 探 索 农 村

宅基地“三权分置”

新华社武汉 1 月 14 日电(记者罗鑫、侯文坤)“如今国家
政策好，经过培训，拥有技术能力，再加上一点经营头脑，在
家乡种田与沿海打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 10 年前，在外
务工的覃琴或许想不到，自己会返乡涉足农业种植和推广。

由湖北首个职业农民协会——— 武汉东西湖区职业农民协会
举办的首届湖北职业农民节近日在武汉开幕，来自十余个省市
的 150 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携特色农产品前来展销。覃琴
所在的宜昌优利可柠檬专业合作社展台上，一袋袋即食柠檬片
吸引不少市民品尝。

“村民通过嫁接种植柠檬，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种植结构。
公司收购后进行深加工，每亩田收入可以达到 7000 元。”身为合
作社理事的覃琴说，“经过两年的发展，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 2
万多亩，今年订单达到上千万元。”

近年来，我国大力培养重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
职业农民，给乡村发展带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思路，为乡
村发展注入活力。

覃琴转行“职业农民”并不轻松。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的
她另起炉灶，积极参加地方组织的农业培训，学习种植及经
营管理各方面知识，掌握相关技能才顺利拿到“职业农民”
的资格证书。如今，她在合作社里主要从事农业推广和服务
工作。

“当地农民长期种植柑桔，尽管存在卖桔难题、利润微
薄，但突然让他们改种另一种作物，不少人害怕风险，让他
们愿意种植柠檬下的功夫可不少。”覃琴说。

覃琴挨家挨户上门给村民讲解嫁接柠檬的好处、方法和
前景。“前期试验田的成功、嫁接种植短期内见效益、订单

式种植让果品不愁销路……”覃琴发挥口齿伶俐、专业知识
扎实的优势，说服了不少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加入到柠檬嫁
接种植中来，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通过嫁接柠檬，覃琴的家乡宜昌宜都市走出了一条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路。“一棵柠檬树结 100 斤柠檬，按
最低价 3 元钱一斤算，老百姓的收入就有 300 元。目前，合
作社已带动 2500 多户农户增收致富，其中包括 400 多户贫
困户。”覃琴说。

湖北省农业厅数据显示，湖北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成效明显，截至 2017 年年末，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超过
60 万人，一大批优秀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从中涌现，为现代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作出重要
贡献。 （下转 7 版）

我国大力培养“新农民”振兴乡村

新华社昆明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
长山、林碧锋）冬日清晨，浓雾弥漫，
一排排灰墙灰瓦的二层小楼若隐若现。
“前些年，小卖部生意好。现在买东西
渠道多，受影响很大。” 48 岁的村民
陈绍芬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虽然有点担
忧，但仍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开门。

陈绍芬是云南安宁市八街街道办事
处摩所营村木厂村民小组的村民，她的
小店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油盐酱醋、
烟酒糖茶等货物一应俱全，百余种商品
摆满了 3 个 4 层货架。

有 140 户村民的木厂村民小组离安
宁市区 20 多公里，紧邻安宁市至八街
街道办的公路。在村里行走，一栋栋灰
墙灰瓦的 2 层或 3 层小楼不断映入眼
帘，村道是硬化的水泥路，路面宽敞整
洁，两旁路灯高耸。

近几年，上级在村里着力推进新农
村建设，投资规划建设两个新建房区，
推进村道硬化和环村道路、绿化休闲广
场建设，并完善污水处理设施，逐步建
成农村建筑与乡土文化、自然生态相协
调的“美丽宜居乡村”。

“别看是小山村，我们有两个公园
和三个小广场！排污设施和城里一
样。”村民小组长孙天红指着小卖部斜
对面的一个休闲健身广场说。记者看
到，广场旁建了亭廊，广场上摆放着单
杠、双杠等设施，几位老人带着孩子玩
耍，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靠着国家
好政策，村民们都住上了统一规划的新
房。”孙天红说。

2016 年底，陈绍芬家也盖起 2 层楼
房，小卖部就设在一楼。店里的货物大都
是小商品。“村民急着下锅时缺油缺盐
了，就来我这里买点。”陈绍芬说。

羽绒服、牛仔裤、旅游鞋、保暖手套，一身行头十分时
髦的 56 岁村民陈绍于走进小卖部买了一包 10 块钱的烟。
“如今，大家买东西的方式很多，但有小卖部还是很便
利。”他笑着说，“我这一身都是网购的。最近刚买了条裤
子， 4 天就送到，快得很！”

据介绍，木厂村大部分耕地已流转给种植大户，规模化
种植蔬菜。年轻村民外出打工，年纪大的村民就在蔬菜基地
打工。陈绍于在菜园里打工月收入逾 3000 元。

离小卖部不远的路边，停着一辆“百货大篷车”，吃穿用的
货物既新鲜又略显“高档”，不时有村民前来询问、购买。记者
在此买了包小卖部没有的花生糖。“我们走街串巷，送货到门
口，还根据村民需求及时进货补缺。”老板高建明说。

“小店一天毛收入百余元，纯利润不到 20 元。”陈绍
芬说，“如今村里变化很大，除了送货的大篷车，不少村民
都会网购，小卖部生意不好做。”

记者在小卖部蹲点的七八个小时里，看到前来小卖部买
东西的就十来个人，以老年人居多。

不过，陈绍芬对此却不过分忧心。“小卖部能维持多久
就维持多久吧。”她说，“山好水好，房子好路好，大家收
入多，天天很开心。我想这就是美丽乡村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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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江苏 LNG 接收站迎来第 200 艘
LNG 船。自投产以来，江苏洋口港 LNG 接收站累计
接卸 LNG1700 多万吨。 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江苏 LNG 接收站迎来第 200 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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