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01 版）

02 专题 TOPIC
２０22．4.5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段理

4 月 1 日出版的第 7 期《求
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
乡村振兴》。

文章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
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
大问题。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
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
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文章指出， 要真抓实干做

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 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
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
个国家、这个民族。 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从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 稳住
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
文章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
转移。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
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年
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

文章指出， 要牢牢把住粮
食安全主动权。 粮食多一点少
一点是战术问题， 粮食安全是
战略问题。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
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
给、市场不能出问题。 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 要严防死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 采取“长牙
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 要坚持农业科技
自立自强， 加快推进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 关键是让农民种粮有
钱挣。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
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

文章指出， 要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落地见效。 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
都不亚于脱贫攻坚， 必须加强
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
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第一，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 第二，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
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第四，
深化农村改革。 第五，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 第六，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见实效。 第七，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

文章指出，要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各级党委
要扛起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的方针，以更大力度推
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各项政
策，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
落实。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
在干。 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
干部队伍。 要广泛依靠农民、教
育引导农民、 组织带动农民，激
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 主动
性、创造性，投身乡村振兴，建设
美好家园。 （据新华社）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
电视电话会议 3 月 29 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
示。批示指出：打击治理拐卖人
口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安宁。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
正在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专项行动， 全面深入排查
拐卖情况， 及时做好被拐人员
解救关怀、 安置康复、 隐私保
护、回归家庭和社会等工作；拐
卖人口伤天害理， 对涉案犯罪
分子要坚决缉拿归案、 绳之以
法。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
担当作为、压实责任，对漠视群
众利益的严重失职失责行为要

严肃追责。要坚持综合施策，打
防结合、标本兼治，整合各方面
资源，健全反拐长效机制，坚决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维护
社会正义。

国务委员、 国务院反拐部
际联席会议总召集人赵克志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综
合施策，深化标本兼治，扎实抓
好反拐行动计划各项任务措施
的推进落实， 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要深入
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
项行动， 依法从严从快惩处拐
卖犯罪，切实维护法治权威，形
成有力震慑。 要着力健全预防

犯罪机制， 加快完善以社区为
基础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和预
防拐卖犯罪网络， 切实加强被
拐人员救助、安置、康复和回归
社会等工作， 健全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深入开展
反拐宣传教育培训， 坚决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要坚持齐抓共管，着
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部门联动、 社会协同、 公民参
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反
拐工作新格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 全国妇联负责同
志在会上作了发言。 国务院反
拐部际联席会议和省市县三级
反拐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

植树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参
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
起培土浇水、亲切交流，气氛
热烈。

植树间隙，习近平对在场
的干部群众强调，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始终是我们孜孜
不倦追求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令世人
瞩目的生态奇迹。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 推进国土绿化，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美丽中国
正在不断变为现实。 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生态环境根本改善不可
能一蹴而就，仍然需要付出长
期艰苦努力， 必须锲而不舍、
驰而不息。

习近平指出， 森林是水
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
上一个“碳库”。 森林和草原对
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作用， 林草兴则生态兴。

现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了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
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我们要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
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林草资源
总量和质量，巩固和增强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为推动全球环
境和气候治理、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强调， 植绿护绿、
关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要弘扬塞罕坝精神，继
续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工作，创
新方式方法， 加强宣传教育，
科学、节俭、务实组织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
抓好国土绿化和生态文明建
设各项工作，让锦绣河山造福
人民。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
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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