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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如何保？种业翻身仗怎么打？
乡村建设怎样谋划？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谈中央一号文件热点话题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布。围绕未来怎样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种业翻身仗如何打、如何谋划乡村建设等热点话题，
22 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做了全面解读。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对于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讲，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唐仁健表示，我国粮食安全完全有保
障 ，但 粮 食 供 需 一 直 处 于 紧 平 衡 状
态，未来需求还会刚性增长，加上外
部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一刻也不能掉以
轻心。
唐仁健说，保障粮食安全，重点
是做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国将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
地红线，还要确保 15.5 亿亩永久基本
农田主要种植粮食及瓜菜等一年生
的作物，并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下一步增加粮食产量根本的出路还

是要向科技要单产、要效益，下决心
打好种业翻身仗，用现代的农业科技
和物质装备来强化粮食安全的支撑。
同 时 ，要 建 立“ 两 辅 ”的 机 制 保
障，即“辅之以利、辅之以义”，完善种
粮农民补贴政策，健全产粮大县支持
政策体系，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在粮食
安全上的义务和责任。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下一步
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以前主要
强调的是省长负责制。”唐仁健说，通
过这些努力来确保各省区市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有条件的还
要不断提高。保供给既要保数量，还
要考虑保多样、保质量，要把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做深、做细、做
实。

五方面举措打好种业翻身仗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如何打好种
业翻身仗广受关注。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
总的来讲，我国农业用种安全是有保
障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当前我国农
作物，特别是粮食种子能够靠自己来
解决；
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
别达到 75%和 85%。
他说，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我
国种业发展还有不少的不适应性和短
板。我国大豆、玉米单产水平还不高，
国外品种的蔬菜种植面积占比为
13%。
张桃林介绍，中央一号文件对打
好种业翻身仗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
署，涉及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
关、种业市场管理。必须坚持底线思
维和问题导向，遵循种业创新发展规
律，破卡点、补短板、强优势。具体来
讲，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种质资源要保起来。抓紧开
展农作物和畜禽、水产资源的调查收
集。实施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评价，
建好国家种质资源库。
——自主创新要活起来。要加强
种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实施农
作物和畜禽育种联合攻关，有序推进
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同时要加强基
础性前沿性研究。
——种业企业要强起来。要遴选
一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持，深化种
业
“放管服”
改革，促进产学研结合、育
繁推一体化，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
系。
——要把基地水平提起来。要发
展现代化农作物制种基地，建好国家
畜禽核心育种场和水产原良种场。
——市场环境要优起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严格品种管理和市场监
管。

健全生猪产业平稳发展长效机制
猪肉供给和价格是老百姓关心
的问题。
唐仁健说，从去年开始，农业农

村部采取了多种措施支持恢复生猪
产能，稳定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截
至去年底，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 2017

联合收割机在河北省泊头市西辛店乡大付村的麦田里作业（2020 年 6 月 12 日摄）。
年水平的 92%以上，超过预期 12 个百
分点，现在市场供应总体势头向好。
他表示，随着新增的生猪产能陆
续兑现为猪肉产量，猪肉市场供应最
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需关系
将越来越宽松。预计到今年 6 月份前
后，生猪存栏可以恢复到 2017 年正常
年景的水平，下半年生猪出栏和猪肉
供应将逐步恢复正常。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保护生
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
发展长效机制。
“我们既要立足当前抓恢复，也要
着眼长远稳生产。”唐仁健表示，农业
农村部将密切监测生猪生产发展动
态，抓紧研究稳住和储备生猪产能的
具体办法，
确保生猪产业平稳发展。

谋划和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一个
重要抓手就是谋划和实施好乡村建设
行动。
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耀说，
乡村建设行动要抓好规划编制，坚持
规划先行，
合理确定村庄的布局分类。
“乡村规划是乡村建设的施工图，
如果没有规划，乱搭乱建乱占就会冒
出来。”他强调，编制村庄规划要在现
有基础上展开，注重实用性。村庄要
保持乡村独特的风貌，留住乡情味和
烟火气，防止千村一面。要严格规范
村庄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
农民上楼。
吴宏耀表示，要抓好农村人居环
境的整治提升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
农村，着力推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
还要抓好农村公共服务的提升，聚焦
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农民群
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建设不是一窝蜂都去搞建
设，要强化统筹、突出重点，把县域作
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对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行县乡村统筹，
不同层级明确不同建设重点，实现功
能衔接互补、资源统筹配置。”吴宏耀
强调，乡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
愿，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真正把好事办
好、把实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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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窑组团 02 单元（瓶窑西）PY02-27-1 地块
位于瓶窑镇窑北村，四至范围是：东至瓶窑镇人
民政府土地、瓶窑镇窑北村土地；南至瓶窑镇窑
北村土地；西至瓶窑镇人民政府土地、瓶窑镇窑
北村土地；北至瓶窑镇人民政府土地。该地块拟
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21 年 3 月 2
日前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城建管理
办公室登记，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
江聪 联系电话：
0571-88533797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2 月 23 日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
保洁、
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
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
86239964 8917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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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剑指食品
“直播带货”
检察机关如何亮剑？
剑指“网红代言”
“ 直播带货”……全国检察
机关针对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
开展专项监督，通过公益诉讼紧盯网络食品销售
等领域的问题。这一举措如何更深、更实、更有
效？记者就此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
据了解，各地检察机关自活动开展以来，通
过调查走访、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获取问题线
索，并与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协同，有效监督解决
了一批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末，全
国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
督活动中共受理案件线索 3.4 万余件，立案 3 万
余件，其中涉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立案 7569 件，
包括农贸市场及超市农产品食品违法类 4718
件、网络食品违法类 1887 件、保健食品违法类
964 件。
其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的举措堪称典
型。北京铁检院通过媒体报道等渠道了解到，一
些直播、短视频平台内部分用户通过“直播带货”
“视频推荐”等方式销售没有食品标签、生产许可
证编号不真实等“三无”食品，在食品销售详情页
面对成分或者配料表、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者
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等信息也未予明
示。
而部分用户在通过直播、短视频的形式展示
所销售的食品后，在个人主页标明微信号或其他
联系方式要求线下交易，以逃避平台对交易的监
管。
了解到这些信息，再结合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
“12345”热线等投诉举报信息，北京铁检院即
刻立案开展调查。
直播卖货时长动辄数小时，销售商品多达几
十个，中间夹杂的违法行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个别违法者为了逃避监管，刻意对违规信息以错
别字或者拼音、谐音代替，增加了信息搜寻难
度。同时现有技术条件也无法实现对直播、短视
频内容的自动筛选和提取。
面对这些难题，北京铁检院迅速圈定重点人
群，重点关注违法行为多发的“网红食品”
“ 手工
自制食品”领域，用关键字检索锁定部分主播，综
合运用录屏、截图、录音、人工记录等多种方式固
定证据。同时，检察机关还把主播引导线下交易
以逃避监管等存在监管漏洞的行为纳入监督视
野。
随后，北京铁检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北京
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对平台内直播电
子商务行为监管力度。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商户、用户的违法
违规行为采取了更新食品经营许可信息、下架商
品、下线商户等整改措施，并开展了网络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活动，约谈短视频平台加强整改，要
求辖区内 13 家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全面开展自
查自纠。
检察机关还与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引导在京
短视频行业领域龙头企业联合制定并签署《网络
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自律公约》，压实平台管
理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表
示，最高检将网络销售食品外卖包装材料不符合
规定，
“网红代言”
“直播带货”等涉及食品安全问
题等作为专项监督活动的重点监督领域，旨在引
导各级检察院全面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
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严
肃查处，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