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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董峻、韩佳诺)俗话
说“猪粮天下安”，当前非洲猪瘟疫情态势如何？防
控措施如何强化？疫苗研发进展怎样？生猪产业恢
复发展有何支持政策？对这些热点问题，在 4 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做了详细解答。

疫情势头明显减缓

“全国 25 个省区的疫区已经全部解除封锁。
总体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势头明显减缓，正常的
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于康震说，
“今年以来，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44 起，除 4 月份
外，其他 5 个月新发生疫情数均保持在个位数。”

2018 年 8 月初，我国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
情。截至今年 7 月 3 日，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143 起，扑杀生猪 116 万余头。

于康震同时表示，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但兽医工作基
础、防疫能力、保障措施等与防控要求还不适应。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的意见》，对全面加强生猪生产各环节非
洲猪瘟防控监管提出了明确要求，涵盖了非洲猪
瘟疫情传入、发生、传播的各个风险环节，提出了

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和监管要求。

加强基层动物防疫能力建设

于康震说，这次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暴露了
动物防疫队伍特别是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
方面的短板，一些地方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弱
化，突出表现在机构体系不完善、基层工作队
伍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基础设施老化陈旧，
基层防疫体系“网破、线断、人散”的情况比较
普遍。

“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攻坚战、持久战，关键
要扎稳底盘、打牢根基。底盘就是动物防疫措施
的及时到位，根基就是兽医机构队伍的良性发
展。”他说，“非洲猪瘟防控出现问题较多的地
方，往往是动物防疫体系缺人、缺钱、缺物严重
的地方。”

国办印发的意见对此做出全面部署，强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基
层机构队伍，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保障动物防疫工作经费
和专项业务经费，切实落实动物疫病防控技术
人员和官方兽医有关津贴，补齐动物防疫设施
设备短板。

疫苗研发仍任重道远

于康震说，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发生以
后，农业农村部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开展
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是，
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
为止全球没有任何一种非洲猪瘟疫苗被批准
上市。

他表示，从目前进展看，一是形成了产学研
一体化的疫苗研发模式，加强产学研对接，有关
科研单位与国内大型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签订了
研发协议。

二是明确了疫苗研发的主要技术路线。
三是疫苗的实验室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研究机构已经初步完成了自主构建的基因缺失
疫苗候选毒株实验室阶段的研究工作，并取得
阶段性成果。

他同时强调，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对疫苗的生物安全
性要求非常高，一些技术瓶颈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研制出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非洲猪瘟疫
苗还要走很长的路，目前无法给出下一步非洲
猪瘟疫苗研发的时间表。

加快落实扶持生猪恢复发展政策

据农业农村部对 400 个养猪县监测，5 月
份生猪存栏环比下降 4 . 2%，同比下降 22 . 9%；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4 . 1 % ，同比下降
23 . 9%。

对此，于康震介绍，意见对稳定生猪生产发
展提出了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措施，强调要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承
担起生猪市场保供稳价的主体责任。下一步，农
业农村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对调出大县的规模猪
场开展临时性生产救助，加强信贷担保支持，抓
紧落实种猪场和大型规模养殖场贷款贴息政
策；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进度，尽快
将补助资金兑现到养殖场(户)；进一步完善能
繁母猪和育肥猪政策性保险。

针对当前生猪生产中存在的生得少、死得
多、长得慢等技术问题，农业农村部将组织专家
和技术人员深入养殖一线，推广高效实用饲养
技术，帮助养殖场解决技术难题；以养殖场生物
安全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为重点，继续创建一批
高水平的生猪标准化示范场，引导有条件的中
小养殖户发展现代家庭牧场。

新华社武汉 7 月 4 日电(记者魏玉坤、罗鑫、
齐中熙)抽油烟机持续发出轰鸣，烧热的油锅不时
腾起火焰，炒勺翻飞间，20 余只青壳小龙虾已浑
身通红、油光锃亮，散发着浓郁香气……炉灶前，
完成这一道道令人垂涎美食的却是一个个稚气未
脱的少年。

他们是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的第
一届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毕业生。今年 6 月，他们
全部走入工作岗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小龙虾烹饪
师。

潜江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江汉平原，被誉为“中
国小龙虾之乡”。2017 年，为适应日益火爆的小龙
虾餐饮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在全国率先设立
以小龙虾为主要方向的烹调工艺与营养、市场营
销及餐饮店管理 3 个专业，小龙虾方向在校生超
百人。

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龙虾吃出大产业。潜江
小龙虾年综合产值达 300 多亿元，带动了 15 万

人就业。
“一道小龙虾就有 100 多种做法。”学院教

师尉轩告诉记者，“我每天的教学任务就是教学
生炒龙虾、然后吃龙虾，半年吃了 300 多斤了。”

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实操技能培训。以
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为例，学生每周必须完成
4 次实操课程，每次课程持续近 4 小时。

19 岁的喻大双是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目前已经有五六家企业向他抛出“橄榄枝”。考
虑到未来发展，他决定与北京一家餐饮公司达
成就业意向，做一名烧虾厨师。

“学了两年，还没毕业就找到了工作，底薪
超 8000 元，加上奖金拿到手能有 1 万多元。”喻
大双开玩笑说，“真是‘吃’出来了‘金饭碗’”。

记者采访时，恰逢湖北一家餐饮集团在学
院进行校园招聘。该企业行政总监李华华表示，
每年 5 月至 8 月是小龙虾餐饮旺季，公司下设
10 余家门店急需大量小龙虾烹饪师，希望能跟
学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小龙虾行业火爆，专业烧虾师傅在全国范
围内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李华华说，由于
需求量较大，相关专业毕业生不愁找不到工作，

“在我们公司，应届毕业生最低月薪也能达到 1
万元”。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创始人张
国安说，中国小龙虾产业未来仍处于发展旺盛
期，以小龙虾深加工、小龙虾休闲食品加工为代
表的相关产业仍有巨大开发空间。

除全日制教学外，学院还开设有面向社会
的短期培训课程，时长从 5 天至 3 个月不等。截
至目前，学院已累计培训 6000 多人。

来自湖北荆州的农民工向冬国今年 30
岁，自高中毕业后辗转东莞、西安等地打工。去
年，向冬国发现老家附近的潜江小龙虾产业发
展迅速。最近，他专程来到学院，趁着夏天小龙
虾旺季学习烧小龙虾。

“课程为期两个月，以实操课为主，不仅囊括
了目前市面上几种热销小龙虾的烹饪技巧，还教
餐馆常见菜式。”向冬国说，“学成后打算先当烧
虾师傅，有了经验后，再和哥哥合开家餐饮店。”

张国安说，因充分对接市场需求，小龙虾专
业受到热捧，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毕
业生供不应求。针对目前小龙虾行业发展现状，
为应对人才缺口，今年学院还预计增设小龙虾

水产养殖专业并于明年开始招生。
小龙虾烹饪师还未毕业就被“一抢而空”，

是我国当前就业市场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的
真实反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
出，近年来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仍然存在短缺，
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一直在 1 . 5 以上，高级技
工求人倍率甚至在 2 . 0 以上。破解这一劳动力
市场难题，政府有帮扶，民间有行动。

今年 4 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确定使用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措施、讨论通过高职院校扩
招 100 万人实施方案、三年内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 5000 万人次以上……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
荣说，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我国实现今年“稳就
业”这一重要目标，也是我国为应对未来一段时
间内日渐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所做的重要准
备，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一系列战略之举。

“就业稳、收入增，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国
把就业视为最大的民生，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将持续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充分发
挥就业‘压舱石’的重要作用。”莫荣说。

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龙虾吃出大产业
中国经济基层行·采访札记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回应非洲猪瘟防控时表示

疫情明显减缓，疫苗研发仍任重道远

（上接 1 版）沂蒙情雕塑园里，一架青铜塑造
的独轮小推车，栩栩如生。刁传东说，这架支前小
推车让很多参观者找到了答案。

当张灵甫部队被我军围困时，国民党援军也
形成了对我军的反包围，双方伤亡非常严重。可
是，由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一幕出现了：前面，解放
军战士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身后，浩浩荡荡的民
工用推车、担架抢运弹药、救护伤员、端水送粮，源
源不断……

战役期间，沂蒙支前民工高达 92 万余人，平
均每个战士身后有 3 . 4 个支前民工提供保
障——— 是人民的参与使敌我力量实现了从 2：1
到 1：2 的惊天逆转。

人民的力量，制胜的法宝。
孟良崮战役中，汶河上通往战场的木桥被敌

机炸断。“千钧一发之际，32 名妇女跳进冰冷刺骨
的河水中，扛着门板架起‘人桥’，用柔弱的身躯支撑
起几千名战士奔向战场。”沂南县原艾山乡妇救会
会长李桂芳生前每每讲起这段经历，都屡屡哽噎。

纪念馆墙上，新华社原战地记者邹健东拍摄
的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一位农
村老大娘与解放军指战员并肩而立，右手指向远
方，画面亲切自然。

赵慧说，战斗最激烈时，炮兵连长施夫俊奉命
前去摧毁敌军指挥所，但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具
体位置。焦急万分之际，照片中的老大娘冒着枪林
弹雨来到阵地，准确地指出了目标位置。

得民心者，人民情同手足；失民心者，必成瞎子
聋子。一名在孟良崮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曾
说：“老百姓对共产党是‘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却对
我们‘坚壁清野’，不要说人和粮了，连鬼都找不到。”

纪念馆屏幕上播放的一段视频资料耐人寻
味，原美国战地记者西奥德·怀特亲口讲述着这样
一个经历———

“1947 年，我跟随 3 名国民党士兵在沂蒙山
区行军，人困马乏。在一个村庄里，国民党士兵对
老乡谎称是八路军，索要草料和水。我感到很惊
讶，正想反问时，这名士兵小声跟我说‘要是知道
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会给我们弄了’。”

车流滚滚，民心如潮。孟良崮战役后，山东人
民没有停下支前的脚步，而是继续跟着共产党在
解放道路上一往无前。

仅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就为部队输送了 95 万
兵员，出动了 1100 多万次民工、跟随部队转战 17
个省份，用小推车“把胜利推过了长江”。

永远的初心

登上孟良崮，极目四望，但见群山苍翠、瓜果
飘香。昔日大战场，已是致富地。

“当年舍生忘死求解放，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蒙阴县县长王丽云说，经过几十年
治理，几乎寸草不生的孟良崮种遍了致富果、铺就
了致富路，成为著名风景旅游区。

山脚下，孟良晏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大院内，
经理牛庆花正和村民们一道，将樱桃、油桃等水果
分拣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4 年前，牛庆花还是一名留守妇女。在驻村第
一书记的帮助下，她不仅靠电商“发了财”，还带动
村里 16 名贫困户脱了贫。

在齐鲁大地，盯紧“黄河滩”、聚焦“沂蒙山”、
锁定“老病残”，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攻克下一座座
深度贫困堡垒。2018 年底，沂蒙老区贫困人口、贫
困村全部脱贫摘帽，基本完成脱贫任务。

摆脱贫困，这道近乎无法逾越的“世界难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破解。迈入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创造着一
个又一个奇迹：

——— 在经济建设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
著、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农业农村改革扎实落地；

——— 在生态建设上，“史上最严”环保法实施、
环保督察掀起“绿色风暴”、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 在从严治党上，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巡视监督“利剑”作用越
加彰显、整治“四风”持续高压；

……
追梦路上，仍有艰险。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

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的历史关
头，深化改革开放仍需要闯过一个个“娄山关”“腊
子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一定能够攻克一
个个新的“孟良崮”，赢得一场场新的胜利。

新华社济南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李延霞)中国银
保监会副主席梁涛 4 日表示，在各方大力支持下，
安邦集团的风险处置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风
险得到初步控制，没有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公司
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梁涛在 4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银
保监会 2018 年 2 月依法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通
过综合施策，全力确保现金流安全，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通过公开挂牌等形式，坚决处置出清与
保险主业协同性不强的海外资产以及非核心的金
融牌照。目前已经有超过 1 万亿元的各类资产已
经或正在剥离。

“原来安邦主要发行了一些中短期理财型产
品，现在通过采取措施，持续降低中短期理财型产
品的规模和占比，到今年年底，预计占比不会超过
15%。同时稳步推动引战重组，推动公司逐步实现
正常经营。”

梁涛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加快推进资产
处置、业务转型、拆分重组等各项工作，稳妥有序
处置安邦集团的风险。

梁涛表示，银保监会将进一步完善银行保险业
公司治理的监管制度体系，在公司治理的机制、股
权管理、交易管理方面补齐制度短板；开展银行保
险业机构公司治理的评价，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
改落实；推动公司治理监管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提
升公司治理监管信息化水平和科技化水平。

银保监会：

安邦集团风险

得到初步控制

（上接 1 版）今年以来，受国内外市场影响，公
司生产成本上升，利润降低。在这一形势之下，拥
有更多技术人才是关键。为此，公司一方面不断完
善内部培训体系，挑选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指
导新进人员；另一方面通过招录更多技术人才，充
实技术力量，提升科研能力，进而提产增收。

“今年计划招工 100 多人，年初至今已经招到
了 80 多名技工及大学生。”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孙
艳芳表示，集聚人才，才能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开拓更多市场。

此外，以“校企合作”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培养
实用人才的职业教育，是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
又一“法宝”。位于广州市从化区的广州南洋理工
职业学院，近些年通过聘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
技术人员作为“企业导师”，指导学生们进行工作
实践模拟。同时依托真实工作环境实施“岗位导向
实境式”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从业能力，今后可
以更快胜任工作岗位。

此外，学校还与 237家珠三角地区大型企业
签署了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协议，携手 18家大型制
造类企业和 10 多所高校成立智能制造学科与产
业联盟，开设“订单班”18 个。2018 年，学校的
3372 名毕业生顺利就业。

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政府部门也提供了强

力支撑：
——— 确定使用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

余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措施，设立专项账
户，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 讨论通过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实施
方案，3 年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000 万
人次以上；

——— 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和市场需求，
为企业在岗职工、困难企业转岗职工、就业重点
群体和贫困劳动力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
训服务……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是聚焦当前
及今后一段时期就业突出矛盾所采取的积极措
施，有利于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预防失业、促
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莫荣说。

释放活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

加充分就业

产业转型升级、迈向高精尖化，离不开高科

技人才。如何让他们能够真正发挥自身技术水
平，带动企业活力？给予多方面政策扶持必不可
少。

2017 年，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生梁赫西有了
新的身份——— 武汉六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这种身份的变化，与孵化基地的帮助密
不可分。

早年，梁赫西参与的有关空间激光通信技
术设备研发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成为他心
中创业的开端。在将梦想转为现实的过程中，由
武汉大学和武昌区政府共建的市场化运营投资
孵化基地“珞珈创谷”，用力“推”了他和他的团
队一把：在 150 万元投资及专业运营等指导的
基础上，还减免了一年多的场地费。“发展至今，
公司已有 20 多名员工，运营也步入了正轨。”梁
赫西说。

像“珞珈创谷”这样的孵化基地，湖北全
省共有 271 家。这些孵化基地针对各大高校
师生的专利发明进行投资，并开展创新创业
辅导。

政策红利与新兴产业相结合，不断释放创
新创业活力。与此同时，一些新颖的特色培训也
带动了一股新风尚。

2 0 1 7 年，为适应日益火爆的小龙虾
餐饮需求，湖北潜江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在
全国率先设立以小龙虾为主要方向的烹
调工艺与营养、市场营销及餐饮店管理 3
个专业，“小龙虾专业”在校生超百人。不
少学生还未毕业就已经收到多个企业的
“橄榄枝”。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潜江小龙
虾的综合产值达 3 0 0 多亿元，带动 1 5 万
人就业。

数据稳中向好，就业稳中有进，但外部经济
环境依然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也存在
一定下行压力，我国当前就业压力依然面临严
峻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
任于凤霞表示，在产业转型升级、人民消费
需求提高的背景下，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发
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创造了非常大的
就业增量，提高了就业的质量，也是对个人
成就感的满足。
(记者齐中熙、叶昊鸣、魏玉坤、孙清清、罗鑫)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新业态释放活力，助“就业稳岗”

新
疆
小
麦
单
产
刷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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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这是实收测产现场（ 6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雷钧杰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4 日电
(记者李志浩)天山南北正值夏粮收
获季。由新疆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冬
小麦新品种新冬 60 号，日前在新疆
泽普县实收单产 731 . 3 公斤，刷新
了 2018 年新疆冬小麦实收单产
724 公斤的纪录。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
家近日来到新疆农业科学院小麦育
种家泽普基地 100 亩高产示范田，
对冬小麦新品种新冬 60 号进行现
场实打产量验收。

专家组实地查看小麦田间长
势后，按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
产验收办法 (试行 )》要求，经丈
量、机械收获脱粒、称重、水分测
定、取样测定杂质率等环节，形成
验收意见。

专家组随机选取的连片实打面
积为 3 . 18 亩，收获籽粒鲜重 2346
公斤，杂质率为 0 . 1%，平均水分含
量 13 . 68%，按 13% 标准含水量折
算，新冬 60 号亩产达到 731 . 3 公
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确认，这刷新了新疆冬小麦实收单
产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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