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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做好 2020 年元旦春
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全文如下：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做好元旦春节期间
各项工作十分重要。各地
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定信心、锐意进
取，统筹做好节日期间各项
工作，确保全国各族人民度
过喜庆祥和的节日。经党
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心困难群众冷暖，
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小康
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要
求，全面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救
助等活动，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和温
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落
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加强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
定期探访，加大临时救助工
作力度，及时足额发放救助
金。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
低。加大对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特别困难的进城
务工人员、困难老年人、精神
病人、危重病人、残疾人的帮
扶救助和安全保护力度，做
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
的关心关爱工作，让各类特
殊困难群体有饭吃、有暖衣、
有避寒场所。做好受灾群众
冬春基本生活保障和救助工
作，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
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

动”，依法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维护劳动者权益。

二、保障市场供应，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加强煤电油
气运供需监测和协调保障，做好煤炭、天然气迎峰度冬保供稳
价工作。全面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扎实做好猪肉等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供稳价工作，切实保障城乡居民“菜篮子”产
品需求，注意防止物价联动上涨。培育夜间消费、假日消费、
定制消费、绿色消费、品牌消费等新增长点，增加品质商品、特
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供给，满足人民群众
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加大对餐饮住宿、购物娱乐、景区门
票、停车收费等民生重点领域价格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三、弘扬主流价值观，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深
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创作推出一
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质量文化文艺产品，开展形式多
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推
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
的精品力作。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开展乡村春晚、庙会灯
会、花会歌会、舞龙舞狮等群众性文化活动，营造欢乐和谐的
节日氛围。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执法监管，规范和保障节日
市场秩序。

四、用心做好春运工作，保障群众安全便捷满意出行。
加大运力供给，注重挖潜提效，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合理调配各方式运力资源，确保城市内外旅客运输衔接畅
通。针对“两客一危”车辆、农村客运、重点桥隧、客运枢纽场
站、城市轨道交通、港口客运站和水运码头等开展专项安全
检查，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执法，从严查处交通违法
行为，保证群众出行安全。加强高速公路运行管理，发挥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全国联网优势，提高车辆通行效
率。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强化交通疏导和信息引导，防
止发生大范围、长时间道路交通拥堵。铁路全面实施候补购
票服务，大范围推广电子客票应用，改进站车环境，推广自助
实名制核验闸机，在地市级以上车站全面实现旅客刷身份证
进站，加强无轨车站建设，为旅客出行营造温馨舒适便利的
环境。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疏散滞
留旅客。依法惩戒“机闹”“车闹”“霸座”等行为，规范出行
秩序。

五、加强公共安全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压实
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以及部门监管责任，突出企业主体
责任，细化强化安全生产工作。深化煤矿、消防、交通运输、建
筑施工、城市燃气、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安全监管，强化
重大危险源和特殊作业风险管控，严防危化品泄漏、爆炸事故
发生。对大型商业综合体、文博单位、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和
棚户区、“三合一”、群租房等高危场所进行火灾防控重点整
治。严格大型活动审批，加强大型庆典和集会活动人流监控，
做好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事故发生。加强客运
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和电梯等特种设
备隐患排查，确保运行安全。做好重大传染疾病防控工作。
加强雨雪冰冻、寒潮、暴雪、大风、凌汛等灾害天气变化和森林
草原火险火情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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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勇、李松、王建

田间地头连着百姓餐桌，直接关系群众
民生获得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障
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
等大事，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要加快
恢复生猪生产，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和‘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
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

元旦、春节临近，农产品消费迎来旺季。
记者近日奔赴多地调研发现，为稳住“一头

猪”、供好“一袋米”、配好“一篮菜”，一项项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不断落地见效，助
推重要农产品保供稳价，给百姓带来“看得
见、吃得着”的新变化，提升了餐桌上的幸
福感。

稳住“一头猪”

供应有保障 安全上台阶

在重庆市北碚区一家农贸市场，肉类经营
摊贩黎春燕对价格行情变化格外敏感。“最近，
五花肉是 26块钱/斤，精瘦肉 28块钱/斤。比
起 10月份的时候，单价都降了 3块钱左右。”

“最近猪肉价格降了，加上春节近了，不
少市民都来买肉灌香肠，你 20 斤，他 30 斤地
买……都准备过个热闹年呢！”黎春燕说。

猪肉价格渐趋稳定，供应质量也要上
台阶。

在重庆生猪养殖大区合川区，重庆众兴
农邦公司 2000 头生猪养殖场处于层层设防
之中。在接近养殖场的道路上，前置多道消
毒防疫点，车辆、人员必须进行洗消防疫。

为防控非洲猪瘟，猪场配置有专业的防疫
技术员，运猪车辆必须在洗消中心消毒 3小时
以上。同时，猪场每天早晚两次用烧碱对地面
消毒，用戊二醛对墙面消毒。猪场周围细致地
装了拦网，隔绝老鼠、飞鸟等进入猪场的通道。

“正是靠着严密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对猪
场没造成影响。最近我们正处于满负荷运行
状态，一年能出栏 10 多批次生猪，供应有保
障。”公司负责人唐春红说。

为鼓励生猪养殖，有关部门在生产用地、
养殖保险、贷款贴息等方面大力度给予支持。

重庆出台了生猪养殖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贴息方案，对相关规模养猪场给予短期贷款
贴息支持。重庆荣昌生猪养殖户郭平说：“我
家养殖场去年单是购买饲料一项，就向银行
贷款了 70 万元。有了贷款贴息的支持，能减
轻资金压力，对扩繁更有信心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政策给力、行情看好，
生猪生产正在出现回暖。农业农村部统计显
示，11 月我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双双
出现止降回升，生猪生产已扭转了持续下滑
的局面。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王俊
勋说，由于进口增加、前期压栏大猪逐步上市
等多重因素，猪肉供应将有所增加。同时，禽
肉生产增加较多，牛羊肉生产形势好，肉类供
应有保障。 （下转 6 版）

稳住“一头猪”供好“一袋米”配好“一篮菜”
农产品保供应提品质满足百姓“舌尖上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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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段羡菊、刘智强、崔晓强

办公楼上班人数减少，单位停车场的车
位不再紧张，机关食堂因为光顾者骤减、运转
出现困难……这种普遍性的现象，正在贵州
众多县、区机关持续呈现。

干部去哪里了？从深秋到隆冬，记者在贵
州大山里一路追访。

干部去一线
“我们尽锐出战、几乎可说是

全员出动”

武陵山主峰梵净山的北部，乌江即将流

出贵州之地是贵州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属于全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今年 3
月开始，这个县的县直机关大量干部不见人
影了，承包县委机关食堂的老板“跑”了
3 个。

早餐时间，记者发现正在用餐的干部只
有寥寥几人。食堂承包人田勇军迎了上来，叹
了口气：“每天用餐的人数少了一大半，营业
额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了节省开支，田勇
军还解雇了两名食堂员工。正在用餐的一名
干部仰起头补了一句：“以前来得迟就可能没
饭了。”

赶到沿河县农业农村局，记者跟随副局
长田永兴进入一间门牌号为 604 的办公室，
推开门后一片黑乎乎，按下电灯开关，屋内空
空荡荡，原来有 8 个人办公，现在只剩一个留
守，当天在外出公干。

在沿河县畜牧兽医局，记者得知有一
个干部除了偶尔过来报账外，四年都没在
机关办公。甚至于中间搬迁一次办公楼
后，办公桌也没给他留。“等他结束任务回
来后再做安排吧！”局长何飞有点不好
意思。

苗岭深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
河县，工作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空空
荡荡。除少部分留守值班人员，很多办公室
门都锁了。

麻山腹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望谟县郊纳镇。“乡镇停伙，吃住在村”，今
年 8 月，镇干部接到了这样的“动员令”：
74 名在编乡镇干部，除党政办、扶贫办等
股室留 23 名保运转外，其他全部“转岗”
“走人”。

干部到哪里去了？到一线去扶贫攻

坚了。
贵州是 2014 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最多的省。全省共有 66 个扶贫开发重点
县，截至 2018 年底已脱贫出列 33 个，预计
今年和明年分别有 24 个和 9 个贫困县脱
贫出列。随着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倒计时
的来临，贵州大地决胜决战氛围越发浓厚。
尤其是剩余冲刺脱贫出列的县，在整合统
筹人力资源、保持工作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干部下沉力度步步加大。

12 月 17 日，旌旗挥动，沿河县召开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全县目前 429
个村都驻有帮扶工作队。县直、乡村两级干
部今年 3 月下沉 30%，8 月下沉 70%，12
月下沉 90% ——其中 2000 余人长期驻
村、3000 余人每周两天到村里帮扶。

（下转 4 版）

▲ 9 月 24 日，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敖寨乡瓮背村驻村帮扶干部潘荣冬（左）和谭丽飞（中）在村民
家中走访。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新华社记者梁爱平、周永穗

治沙女杰、全国劳动模范牛玉琴做梦也
没想到，自己带领学生和村民在陕西省榆林
市靖边县辛苦种了几十年的树，突然被大量
砍伐，近 3000 亩土地连根草都不剩。

事发地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伊当湾村，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部，过去是漫无边际的沙
漠。从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家家户户植树造
林，风沙治理成效显著。近年来，驱车行驶在
毛乌素沙漠的公路上，处处能看到成片森林，
满眼绿色。然而，中国华能集团光伏项目在此
落地，改变了这一切。

据悉，目前，榆林市已组成调查组进驻靖
边，从林木采伐、项目合同、项目用地等方面
开展调查。靖边县委县政府已责令项目实施
单位华能陕西靖边电力有限公司暂停施工，
该县负责人表示，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
肃处理。华能陕西靖边电力有限公司经理王
本忠表示，目前，华能集团总部已派人在靖边

展开调查，调查结束后会公布结果。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大面积砍林

事件的背后有诸多疑团待解。

疑点一：大面积砍林是否合法？

70 岁的牛玉琴得知林木被毁非常愤怒。
她说，过去用肩背、用毛驴拉树苗种树，经过
几十年努力好不容易把沙丘变成了林草地，
现在却被人破坏，她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2017 年，靖边县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中国
华能集团光伏项目，负责项目开发的是华能
陕西靖边电力有限公司。

12 月 22 日，记者来到靖边县东坑镇陕
蒙交界的伊当湾村二组“华能陕西靖边光伏
发电项目”所在地，现场没有施工，只有零星
的工人。预制支架连片竖立在沙地上，部分已
安装上光伏板组件。

伊当湾村村民告诉记者，今年 5 月 5 日，
他们发现有人在距离村子两公里外的林地大

肆砍伐树木，糟蹋林草。第二天，继续有大约
50 人在砍伐、掩埋、焚烧林草，毁林上千亩。
村民向冯家峁森林派出所报案。

此后数日，村民发现不断有人伐树毁林。
他们前去阻止，却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恐吓，并
被夺走手机，删除拍摄的视频。村民不断报
警，但对方持续毁林。

村民提供的视频和照片显示，毁林者用
电锯将大树伐倒，用铲车将小树掩埋，较粗的
乔木或用电锯锯短焚烧或用车拉走。大面积
的树林被砍伐，部分土地被平整出来，黄沙成
片裸露地面。

村民们发现，实施砍树的人员都是华益
公司雇用的。

受靖边县林业局委托，北京中林国际林
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对华能陕西靖边东坑伊当湾村光伏项
目的现场进行勘验鉴定，得出结论：鉴定区域
地表植被已被完全破坏 ，鉴定面积为
2764 . 11 亩。

根据国家森林法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
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记者在靖边县林政稽查大队拿到的林木
采伐许可证存根显示，采伐证发证日期是
2019 年 6 月 18 日，规定采伐面积 219 . 683
公顷，株数 2483株，采伐树种为杨树，期限 6
月 18 日至 7 月 2 日共 15 天。

村民说，华益公司今年 5 月初开始伐树，
直到 6 月中旬才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
此前属于非法采伐。而且，采伐证上规定的可
采伐量与实际采伐数字差距很大。

此外，村民质疑：采伐证限定的树种为杨
树，为什么区域内的樟子松以及花棒、沙柳等
灌木也未能幸免？ （下转 3 版）

榆林毁林建光伏电站：还有哪些疑团待解

12 月 26 日，连接江西南昌和赣州的昌赣高
铁正式开通运营。 新华社记者张浩波摄

【相关报道见 8 版】

12 月 26 日，西起重庆黔江区，东至湖南常德的
黔张常铁路正式通车。 新华社发（丁洋摄）

【相关报道见 8 版】

黔张常铁路正式通车昌赣高铁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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