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刊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４

邮发代号：

45-43

封面责编：阮栩 封面美编：梁文珊 校对：叶春晖订报及投诉电话：

020-34030418

，

020-81911089

要闻

2019.9.9��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A02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记者从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获

悉，9 月 7 日 23 时至 8 日凌晨， 北京天

安门地区举行了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

首次联合演练，约 9 万人参加演练及现

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首次联合演练包括庆祝大

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转

场、应急处置等六项内容。 其中， 持续

1 个小时的阅兵演练重点进行了阅兵

式、 分列式演练。 群众游行演练重点

是集结疏散、 整体行进， 以及与联合

军乐团、 合唱团的磨合， 与阅兵方阵、

联欢活动的前后衔接。 联欢活动演练

了主题表演和中心联欢表演， 演出人

员熟悉了场地， 烟花燃放控制系统进

行了实地测试。

本次演练重点磨合了庆祝活动全

流程、核心要素的内部衔接，全面检验

了各方组织保障和指挥运行工作，演练

精确到分、组织有序，达到了预期目标。

北京市有关方面表示，这次夜间演练活

动， 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

特表示衷心感谢。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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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猪肉

供给和价格问题受到社会关注。记者8日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8月31日以来，农

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

监会等部门，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台17条

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

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基础设施方面，对2020年底前新建、

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和禁养区

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适当

补助，支持动物防疫、粪污处理、养殖环

境控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2019

年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规

模，重点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动物疫病防

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贴息方面，种猪场、规模猪场流

动资金贷款贴息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

12月31日，在延长期内，将符合规定的种

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建、改扩建猪场的

建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

保险方面， 自2019年5月1日至2020

年12月31日， 暂时将能繁母猪保额从

1000-1200元增加至1500元、育肥猪保额

从500-600元增加至800元， 鼓励具备条

件的地方把握时间窗口， 持续开展并扩

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方面， 扩大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围，

2020年择优选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万

头以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

补贴补助方面，2019年实施生猪良

种补贴， 补贴标准每头能繁母猪每年不

超过40元； 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

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

放一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

市要在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

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用， 对非洲猪瘟

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

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

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

养殖用地方面， 生猪养殖用地按农

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 合理安

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 允许生猪养殖用

地使用一般耕地， 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

地占补平衡；生猪养殖圈舍、场区内通道

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施用地， 根据养

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设施用

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

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

求。

禁养区划定方面，依法科学划定禁

养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

其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养

区划定依据； 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

查，立即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

养区情形；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政策支

持，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养

殖场户，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环

保要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

审批，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

理过渡期，严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

做法。

运输方面， 从2019年9月1日起，对

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

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政策，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

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抵押贷款方面， 在辽宁、 河南、广

东、重庆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

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具备生

猪活体抵押登记、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

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积极稳妥开

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对符合授信

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种猪场（地

方猪保种场）、 生猪规模养殖场和屠宰

加工企业，不得盲目限贷、抽贷、断贷。

农机方面，将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

具种类范围内的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

的机具品目原则上全部纳入省级补贴

范围，对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

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

农机装备应补尽补。

17条硬措施出台 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1952 年 7 月 1 日，西南军区司令员

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

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国从

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时期

也曾几次筹划， 但延宕至新中国成立，

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 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

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 同年 6 月，3

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烟，投入

了筑路的战斗。 随后，铁路沿线的农民

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

没有枕木。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个

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 成渝铁路所

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钢铁厂制造

出来了。 道钉、道岔和某些机器，重庆

400 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起来了。 十万

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重庆相关工厂

的职工包做了。 过去铁路上用的从美国

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

了。 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我

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

业的发展。 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复

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农

民通过献卖木料、 参加筑路增加了收

入。 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铁

路， 筑路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务。

民工提出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

路基上出事故！ ”沿线农民组织起护路

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上护守

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交

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

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化建设

铺平了道路。

据新华社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蜀道之难大改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

昨日，“羊城之夏”2019 广州市

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同心共筑·奋进新

时代———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广州市群文美术作品大赛优秀

作品巡展在广州市图书馆开幕。 这批优

秀群文作品还将相继在越秀区文化馆、

黄埔区文化馆、增城区文化馆展出，展览

将延续至 10 月底。

2019 广州市群文美术作品大赛今

年 3 月启动以来， 吸引了众多美术工作

者参与，大赛共收到全市 11 个区报送的

246 件作品，其中国画作品 157 件，其他

画种 89 件

（含油画作品

58

件）

。 参赛作

品类型多样，内容丰富，题材紧跟时代。

作品中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如

油画金奖作品《孕育》；有反映改革开放

40 周年变革的， 如丝网版画银奖作品

《创业岁月》；有反映红色岁月的，如版画

金奖作品《决胜之后》；有反映岭南文化

的，如国画金奖作品《粤韵》；也有反映现

实生活的，如国画金奖作品《外卖小哥》。

画家们把对历史、 时代、 现实的思考，

变成一幅幅生动唯美的画作。 这些作品

充分展示了广州群文艺术家们的风采，

展示了群文艺术的丰硕成果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新气象、 新精

神。

大赛于今年 7 月圆满落下帷幕，最

终选出金奖 5 名、 银奖 10 名、 铜奖 20

名，优秀奖 65 名。 金奖作品分别为番禺

区选送的油画《孕育》，越秀区选送的国

画《粤韵》，白云区选送的《外小哥》，南沙

区选送的版画《决胜之后》，花都区选送

的国画《故园春风》。

从今日起，大赛优秀作品进行巡展，

市民可一饱眼福。 本次巡展活动由广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越秀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广州图书馆、广州市文化

馆、广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

“羊城之夏”广州市群文美术作品大赛巡展开幕

展 览 上 ， 一

位家长为女儿讲

解美术作品。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实习生 周茜 摄

四场巡展

9月8日~15日

广州图书馆

9月30日~10月12日

越秀区文化馆

10月12日~27日

黄埔区文化馆

10月22日~28日

增城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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