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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9日讯 记者亢
舒报道：近日，针对近期部分城市房地
产市场出现过热苗头、投机炒作有所
抬头等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
通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
摇、力度不放松，并对进一步做好房地
产调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各
城市要科学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明确
住房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合理确定住房和用地供应规模、结构、
时序。一线、二线城市要在年底前编
制完成2018年至2022年住房发展规
划，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后向
社会公布实施。

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
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增加住房和用地有
效供给，切实提高中低价位、中小套型
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比例，建立房价
地价联动机制，防止地价推涨房价；提
高住房用地比例，热点城市住房用地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建议按不低于
25%安排，大幅增加租赁住房、共有产
权住房用地供应，在新增住房用地供
应中的比例达到50%以上。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 16 个城市要探索推
动供地主体多元化，6 月底前提出并
上报具体实施方案。

切实加强资金管控。各地要加强
个人住房贷款规模管理，落实差别化
住房信贷政策，强化对借款人还款能
力的审查，严格管控消费贷款、经营贷
款等资金挪用于购房加杠杆行为。严
格落实企业购地只能用自有资金的规
定，加强住房用地购地资金来源审查，
严控购地加杠杆行为。

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要严肃
查处捂盘惜售、炒买炒卖、规避调控政
策、制造市场恐慌等房地产企业和中
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要持续保持
高压严查态势，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向社会公布，
形成震慑。

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各地要全面落实住房销售合
同网签备案制度，定期发布权威信息；加强政策解读和市场信
息公开，及时澄清误读，正面引导舆论；严厉打击利用自媒体
公众号等网络媒体炒作渲染房地产、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

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
快建立房地产市场评价和监测预警体系，细化评价单元，完善
对地方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具体落实地方政府
稳房价、控租金的主体责任，同时严格督查，对工作不力、市场
波动大、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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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古城宁安，已是草
木葱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带
状公园中，苍松翠柏掩映下的
马骏纪念馆显得更加庄重肃
穆。“马骏用舍生取义、不畏生
死、一心为国的崇高爱国主义
精神，写下了爱国、救国、殉国
的革命篇章，将永远感召和激
励着我们家族为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马骏烈士的
重外孙女、宁安市马骏纪念馆
讲解员韩琳琳说。

马骏纪念馆为三层仿古建
筑，飞檐下悬挂着邓颖超亲笔
题写馆名的匾额。据马骏纪念
馆馆长关微介绍，纪念馆通过
实物、创作画、大型灯箱画、照
片、圆雕、浮雕、沙盘、仿真人场景再现、影视厅循环播放文献
片、各级领导人题词，生动翔实地再现了马骏烈士的革命生涯
以及党和人民对他深切的缅怀。

马骏，又名马天安，回族，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一，著名的
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1915年，他进入天
津南开学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参加到周恩来等组
织的“敬业乐群社”，并两任学校的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
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后考入南开
大学。

五四运动中，他站在前列奔走呼号，发起并成立了学生联
合会，成为五四运动京津地区主要青年领袖之一。他与周恩
来、邓颖超等20多名进步青年共同创立了革命进步团体“觉
悟社”。邓颖超评价他“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富有正义感，为
人正直，性格豪爽，工作干练，认真负责……他积极参加实际
斗争，不怕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
的革命精神”。1922年，他回到家乡宁安，组建了东北地区第
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秋，马骏赴莫斯科留学。他与王稼祥、张闻天、邓
小平、杨尚昆、左权、伍修权等人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
期学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马骏学习非常刻苦，很受同学们
尊敬。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会成立时，被选为书记。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正在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研习社会理论的马骏毅然受命归国，担负起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委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马骏的工作危险重重，但
他说：“党既然给我这个任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能知难而
退，只有多加谨慎而已。”马骏在东城、崇文等区积极开展秘密
活动，很快重建起北京市委。但不久被奉系军阀拘捕，1928
年英勇就义，年仅33岁。

马骏牺牲后，北京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安葬。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并把他的坟墓迁到北
京日坛公园，供后人瞻仰缅怀。

马骏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始终坚守着一个时代先锋忠贞
不渝的信仰。每到一处，他都高举革命的火把，点燃一片炽热
的火海，把旧世界烧焦，化成新中国诞生的沃土。作为共产党
员，面对敌人的诱逼和酷刑，他坚定回答：“只要我还有一口
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宣传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
还难。” 文/新华社记者 梁书斌 樊 攀

（新华社哈尔滨5月19日电）

播撒信仰火种的革命先驱——马骏

马骏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是我国的大豆主
产区之一。2017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
植面积904万亩，总产量达139.6万吨，
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内蒙古自治区的
80%以上。今年全市大豆种植面积将达
1120万亩。

是什么让呼伦贝尔种豆积极性如
此高涨？“呼伦贝尔市紧紧围绕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玉米、增大豆’，
结合落实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大豆生
产者补贴政策，主动调整种植结构，促
进了大豆生产稳定发展，使大豆成为
呼伦贝尔市的支柱产业。”呼伦贝尔市
委副书记姜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政策支撑扩大种植规模

呼伦贝尔市具有土地规模大、机械
化程度高、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等优势，
主产区的扎兰屯市、阿荣旗、鄂伦春旗、
莫力达瓦旗地处松嫩平原过渡带，非常
适合大豆生长。

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局种植业科科长
连万全告诉记者，今年，国家将大豆每
亩每年补贴从150元提高到210元。呼
伦贝尔市充分利用大豆利好政策，宣传
土地轮作区补贴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
策，提高豆农种植意向，扩大种植面
积。此外，呼伦贝尔市采取财政补助资
金、农业信贷担保、邮储银行贷款的

“政银担”合作模式，支持农民土地流
转，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阿荣旗霍尔奇镇索尔奇村是个大豆
种植村。瑞盛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宫瑞告诉记者：“今年公司流转了7个
村6.2万多亩，其中3万亩种植大豆，后
来了解到今年大豆生产者补贴和轮作补

贴力度加大，又增加了 7000 多亩。今
年大豆种植的政策好，国家补贴力度大，
而且大豆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大豆产
业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莫力达瓦旗农牧业局副局长王立忠
告诉记者：“莫旗共有耕地747万亩，大
豆种植在2017年413万亩的基础上，今
年增加到480万亩，大豆已成为莫力达
瓦旗的支柱产业。”

开展耕地轮作试点工作

“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对
农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
是对呼伦贝尔开展‘减玉米、增大豆’的
种植结构调整起到了推动作用。”呼伦贝
尔市农牧业局局长肖明华告诉记者，
2016 年和 2017 年，呼伦贝尔市实施耕
地轮作制度试点65万亩，今年新增试点
面积 150 万亩，总实施面积达到 215 万
亩。主要轮作模式为“大豆—玉米—大
豆”，每亩每年补贴150元。

据该市农牧业局统计，2017年玉米
种植调减了 215.9 万亩，大豆增加了
120.4万亩。2018年预计玉米种植将再
调减120万亩左右，大豆增加210万亩以
上。“轮作模式的开展，对减轻土传病虫
害，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促进以养带种、
以种促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引导
社会资本进入农业产业，开展规模化经
营，激发农村市场活力。”肖明华表示。

阿荣旗农牧业局副局长邓延东对记
者说，2017年，阿荣旗将30万亩轮作地
块以高出农民自行流转价格 100 元至
150元/亩全部进行了流转，由22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承担，并签订为期3年的轮
作协议，保障试点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农民把土地流转后，不仅能获得土
地流转费用，领到农资综合补贴，还能
外出务工、就近离田打工或在家发展特
色种养业、搞庭院经济。据测算，2017
年阿荣旗轮作项目区通过节肥、节药和
提高农机作业效率亩均降低成本 30
元；大豆亩产较非轮作项目区增产 40
公斤；高粱亩产较非轮作项目区增产
100 公斤。轮作项目区节本增效 6400
多万元，亩均210元以上。

“种得好”，更“卖得好”

“这批播种机设置无人驾驶，精准度
非常高，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节省了上
千人的劳动力。”在春耕现场，阿荣旗农
丰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刘国慧说：“新购进
的播种机集深松整地、起垄播种、中耕等
于一体，配合我国自主研发的定位导航
系统，每行误差不超过2厘米。24小时
可完成播种4500亩至5000亩，耕种效
率比老型机器高一倍。”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积极开展技术集
成与创新，聘请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科技人
员，针对阿荣旗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模式
进行技术研发。在旗乡两级农技推广系统
遴选专业技术人员与家庭农场、合作社、龙
头企业结对开展技术合作，为农民提供面
对面的技术指导和服务。”阿荣旗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办公室主任孙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重点
旗县探索大豆种植与市场营销的有效对
接，让大豆“种得好”，更“卖得好”，让农
民心中有底。

“我们致力打造成中国大豆的原料
生产基地，把种植传统大豆这面大旗扛
起来，建立大粮仓、大物流，通过与多家

大企业合作，进一步保障企业和农户的
利益。”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局
长刘仁刚告诉记者，2017 年 4 月份，大
兴安岭垦区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海天酱
油集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签订了10万
亩合同，当年建成高蛋白大豆基地18.4
万亩，生产高蛋白大豆2.3万吨，合作供
应大豆数量将达到2万吨。同时还对普
通豆农开展源头直供，豆农生产出大豆
直供海天集团，每斤大豆较市场价格高
0.05元，每亩增收50多元。

大兴安岭农垦区位于呼伦贝尔市东
部，垦区耕地面积125万亩，现代化程度
高、综合生产能力强，是我国大豆主产区
之一。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不
断深入，大兴安岭农垦区主动走出去寻
求更大市场。

“今年除继续为海天集团建设优
质大豆原料基地以外，还为达利集团
供应优质商品大豆，目前已经收购备
货 4.1 万吨，价格较市场价每斤高出
0.03 元，不但解决了职工卖豆难的问
题，还为广大豆农增加了收益。”大兴
安岭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农业处处
长郭军告诉记者，目前大豆种植基地
已经与海天、达利等企业开展合作。
农垦集团通过订单生产优质非转基因
大豆，将努力把垦区建设成为国内知
名深加工企业的原料生产基地。

大兴安岭垦区从 1963 年开始种植
大豆，从此大豆成为垦区主栽作物之一，
近10年来每年面积都稳定在70万亩左
右。2016年开始面积有所增加，今年种
植面积达到90.5万亩。郭军告诉记者：

“春耕开始前，大兴安岭农垦计划种植大
豆85万亩，后来又及时调整种植结构，
新增5万多亩大豆种植面积。”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文章——

种 出 一 个 大 豆 支 柱 产 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罗 霄

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人民福祉和
民族未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
发，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提
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
则，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作出了全面部署，是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循，对于动员
全党全国全社会一起动手，推动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

体系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
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
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
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
不稳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
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生态
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必须认识
到，跨过这个关键期、攻坚期、窗口
期，我们还有不少难关要过，还有不少
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
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
更高、代价会更大、后果会更重。咬紧
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需要舍我其谁的
担当。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就必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
国。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要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不管有多么艰难，我们都不可
犹豫、不能退缩。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
打赢这场攻坚战，才能使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奋
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
决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就一定能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
局，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深刻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19日，乘客在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二号航站楼自助值机。当日，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与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T2）举
行转场新闻发布会宣布，19日转场后，
在T2运行的航空公司共16家。

作为白云机场的主基地公司，南
航将承担 T2 航站楼 90%以上的旅客
运输量。随着T2投入使用，2018年白
云机场预计将成为国内又一个年旅客
吞吐量突破7000万人次的机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
胡喆） 19日上午，2018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在北京启动。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慧服务、5G通
信实现智慧观赛、无人驾驶汽车服务运
动员出行……在科技创新“助冬奥”板

块，公众可以直观感受科技冬奥非凡
魅力。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伍建民告诉记
者，本届科技周活动主场的布展以“场景
化设计、故事化描述、品牌性突出”为特
色，首次采用手绘动画、三维生长视频等

多种形式，讲述科学原理、成果应用，通
过多种交互形式增加展项的体验性和互
动性。

在“军民科技融合成就”展区，一颗
只有小拇指指节大小的奇特“胶囊”被小
朋友们反复拿起，争相寻找其中的“奥

秘”。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颗“胶囊”实
际上是一个安翰胶囊胃镜机器人，只需
随水吞服后医生便可依靠磁控方式进行
精准检查，比传统胃镜更高效全面，目前
已在全国多家医疗机构使用，成为胃癌
筛查新选择之一。

据介绍，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
各部门拟举办2万余项具有地域特色和
优势的科技活动，将极大地激发公众的
科学兴趣。

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拉开帷幕

广州白云机场T2

航站楼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