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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徐博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30日召
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
部 地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这份纲领性文件，将为新时
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明方
向。

会议指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并提出

“六个着力”的发展要求：着力构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
业体系，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
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
放，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着力
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中部地区崛起，是我国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明确要着力打造重要先进制造业
基地、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巩固
生态绿色发展格局，推动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
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产业基
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
很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
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
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2019年 5月，
他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就做好
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8点意见，
包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
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优化
营商环境、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

局和转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
绿色发展、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
作、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吴晓华说，中部地区连接东部和西
部、南方和北方，有长三角和珠三
角两大龙头拉动以及长江经济带
带动，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产业基
础、市场优势、科教资源条件和人
力资源优势，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加快产业转移、推动动能转换、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进而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中部地区作为全国
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
纽，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
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
流通体系，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
和中原城市群发展，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
制。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新
路，加强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
用，加强生态建设和治理，实现中
部绿色崛起。

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
城市群发展受到关注。长江中游
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
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
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是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
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
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重点区域。中原城市群则以
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
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
市、漯河市、济源市、鹤壁市、商丘
市、周口市和山西省晋城市、安徽
省亳州市为核心发展区，联动辐
射中原经济区其他城市。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
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
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
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
化空间格局。进一步明确了推动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吴晓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
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
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
时俱进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指明
新的发展方向，并与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相叠加，持
续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
系更加完备、更加精准，加快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重大布局！这次会议聚焦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 新华社记者 安蓓

近来，很多消费者抱怨，有些网购商品——特
别是大牌商品——质量不如实体店。选择购买大
牌，消费者图的就是质量有保障，挑着省力、买来
省心。如果商家对线上线下消费群体区别对待，不
但砸了自己的牌子，也会扰乱市场。

有些商家利用消费者认为网购更便宜的心理，
推出专供网商的产品，一般来说价格较低，但质量
缩水却不明说，消费者买回使用后有上当之感。

这样的行为有鱼目混珠之嫌，说白了就是掺沙
子。商家短期可能盈利，但从长期来看实在得不偿
失——消费者一朝被蛇咬，难免十年怕井绳。大大
方方说明“网店专供”，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才是
拿消费者当回事。

消费者也要多个心眼，虽然网购似乎是少了中
间商赚差价，但对价格明显低于实体店的产品也要
有所警惕，看清原因再买不迟。面对大牌，要注意
线上线下质量是否一致。简单说，商场同款很重
要。

对待此类现象，监管部门和平台等方面也要有
所作为，例如发布购物指南、注意事项等，打造一
个消费者不用担心被忽悠的市场环境。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大牌，别在网售里掺沙子

3月31日0时起，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向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所有国外申请
项目统一参加评审，评审结果将于7月20日公布，观测时间将从8月开始。“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接收到100多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图为3月28日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维护保养期间拍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向世界发出邀请
“中国天眼”3月31日正式对全球开放

87年前的秋天，江西于都河
畔，一支 8.6 万人的大军集结于
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事
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第五
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的“铁桶
计划”日益逼近，意图一举歼灭中
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移的方
向：广东、福建，或打到南昌。但很
多人不曾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
流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展开毛
泽东作于 1935 年秋的《七律·长
征》手书，这次命运攸关的远征、这
段震惊世界的传奇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际上，
红军经过的江河，大多刺骨森寒。

1935年 1月2日，战斗在天险
乌江打响。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
间是250米宽阔江面。“八个英勇战
士赤着身子……跃入江中，那样冷
的水里，泅水极感困难……”时任
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详细
记述了渡乌江的场景。敌军守江
团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红
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凶猛”。

“更喜岷山千里雪”。雪山延
绵千里，草地了无人烟，行军艰难
与粮食短缺交织。

“每人每天只有2两青稞粉，根
本无法支撑体力。”红二方面军四
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回忆说，后卫
团一路上看到牺牲的战友，有的倒
下时嘴里还嚼着吃一半的野草；有
的牺牲时背囊里还剩下些青稞粉，
他们清楚粮食有限，死前尽量省下
一点给战友……

像航船在大海中，即使看不到
海岸，仍然方向坚定。英勇顽强的

红军将士，将巍峨高山、奔涌江河，
一步步甩在身后。

以血肉之躯，杀出北上通道。
1935年9月16日晚，起床号划

破夜空，红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腊
子口挺进。

“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
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
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
地。”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腊子
口的战略地位。

在山口如刀斧劈过一般的腊
子口，敌军控制周围制高点，凭险
扼守，红军难以突破。一筹莫展
时，一名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在
长竿一头绑上钩子，硬生生从绝壁
一段一段攀到山顶，15名突击队员
拽着绳索挨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
人后面。正面进攻的敢死队再次
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声、手
榴弹爆炸声响彻寂静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水流湍
急的江河，突破无数关口和封锁
线。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
堵截，红军靠两只脚，长驱二万五
千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征，终
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为其亲笔写
了《七律·长征》，后来被收录进《红
星照耀中国》。在之后的岁月里，
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留下多
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律·长
征》短短56字中等闲飞过。收藏于
国家档案馆的毛泽东1961年题写
的手书诗词中，有两个“浪”字，成
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份手书
笔力遒劲，一笔一划都在向世界宣
告：为了崇高理想的征程，乘风破
浪，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铁流二万五千里
■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3月 31日电（记
者 刘红霞）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巩固成果并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成为当务之急。2021年，
中央财政预算安排1561亿元衔接
资金。这笔钱怎么管、怎么花？六
个部门联合发文予以解答。

财政部3月31日对外发布，财
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对衔接资金使用管理作
出全面规定。

在资金用途上，办法指出，重点
支持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
优势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占比，
支持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
扶机制、“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以

及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等。

在资金分配上，办法明确，继续
按照因素法测算，综合考虑过渡期
的主要任务和特点确定分配因素
及权重，明确衔接资金安排向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新疆、西藏
倾斜，并要求各省份分配资金时统
筹兼顾脱贫县和非贫困县实际情
况，推动均衡发展。

办法附件列出五项任务的具体
测算指标。五项任务指的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以工代赈任务、少数民族发展
任务、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
务、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
务。

在资金使用上，办法指出，坚持
下放权限和强化管理相结合，将衔

接资金项目审批权限继续下放到
县级，并赋予更大自主权，明确县
级可统筹安排不超过30%的到县
衔接资金，支持非贫困村发展产
业、补齐必要的基础设施短板和县
级乡村振兴规划相关项目。

与此同时，办法明确，衔接资金
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无
关的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
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
所、发放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
助、偿还债务和垫资等。

各级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在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管
理等工作中，存在违反办法规定，
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
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1500多亿元乡村振兴资金怎么花？
六部门联合发文了

蔬菜不是平面生长，而是垂直培育；种植也无需泥土，只用“水
雾”……从去年开始，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探索用雾耕技术助力高效农业
转型。在南岗镇雾耕农业科技示范园里，蔬菜均采用无土栽培，垂直生长
在培植架上，喷雾装置将营养液雾化后直接喷射到植物根系，大幅节约土
地使用面积和劳动力成本。

图为3月31日，工作人员在合肥市南岗镇雾耕农业科技示范园查看
蔬菜长势。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蔬菜长“墙”上
雾耕技术助力高效农业转型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 刘夏村）记者
3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森防办、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
定自4月1日起至12月20日，分两个阶段联合组
织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
动。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4月1日至5月31日在
全国范围组织开展野外火源治理专项行动；第二阶
段，9月20日至12月20日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查
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

通知要求，各地要对农事用火、祭祀用火、野外
吸烟等引发火灾的主要顽疾进行集中治理，建立健
全火灾隐患自查自纠长效机制，依法严厉查处森林
草原违规用火行为，坚决遏制人为原因引发森林草
原火灾多发态势，严防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
伤亡事故。

四部门

从4月1日起开展野外
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
用火行为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3月 31日电（记
者 陈席元）国家卫健委官网31日
发布《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关
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20
年试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并出
台评分细则。“健康中国行动”如何
推进、如何考核，有了“指挥棒”。

根据通知，试考核对象为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9年度
试考核周期为 2019 年 7月 1日至

12月31日，2020年度试考核周期
为2020年全年，主要考核各地“健
康中国行动”年度工作任务落实和
指标进展情况。

实施方案从健康知识普及、合
理膳食、全民健身、控烟、心理健
康、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癌症防
治、糖尿病防治等方面明确了工
作任务和评分细则。例如，各省
（区、市）要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
调查方法，开展居民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抑郁症患病率的基线调
查。

方案提出，到2022年，全国农
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
覆盖率不低于80%，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0.5个百分
点以上，超过一半的二级以上综合
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75%的三
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人均预期
寿命等主要健康指标将纳入各级
党委、政府绩效考核。

“健康中国行动”有了考核“指挥棒”

经 济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3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9%，高于上月
1.3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PMI分
别为52.7%、51.6%和50.4%，较上月分别上升
0.5、2.0和2.1个百分点，均高于临界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
赵庆河介绍，春节过后，企业生产加快恢复，3
月份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

3月份制造业PMI回升至51.9%

记者31日从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上获悉，重庆正加快推进船舶码头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

据重庆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市
已完成4处船舶污染物专用接收点建设年度
任务，累计建成16处船舶污染物专用接收点、
1650个船舶污染物固定或移动接收设施，码
头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建
成设施全部投用。

重庆已建成16处
船舶污染物专用接收点

环 境

记者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3月31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山西省长城保护办
法》将自4月1日起施行。

据介绍，山西省经过国家文物局认定的历
代长城共计4266个点、段，总长达1401.23公
里。这些长城大多分布在偏远山区，保护管理
难度较大。

即将施行的《山西省长城保护办法》共六
章37条。其中规定，长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应当与长城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签订长
城保护责任书。 （以上均据新华社）

山西4月1日起施行长城保护办法

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