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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在广袤的农村大
地上，农机在轰鸣工作，辛勤的人们正忙着让颗粒归仓。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近七成。据农业部初步预计，
在今年继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背景下，粮食产量保持在
12000亿斤以上。同时，粮食生产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绿色发展的导向更加清晰。

轮作休耕、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让粮产过程更绿

在吉林省松原市民乐村，今年整村实现玉米耕地秸秆
还田保护性耕作，将玉米秸秆就地粉碎覆盖还田。这个村
的党支部书记张志峰说：“秸秆还田后水肥不流失，关键土
地越来越有‘劲’了，连续还田4年的地今年就少施肥
25%，而玉米单产还增加了30%多。”

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今年秋粮生
产调“绿”有了新进展。他具体概括了三方面的变化：

生产布局加快优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区、西南小麦条
锈病菌源区、江淮赤霉病易发区调减小麦面积500多万
亩。同时，推广小麦节水品种面积4000万亩。

轮作休耕稳步推进。今年我国继续开展耕地轮作休
耕制度试点，实施玉米大豆轮作1000万亩，比上年增加

500万亩，实现种地、养地相结合。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深入推进。农业部深入实施化肥、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选择200个县开展化肥减量增效
试点，有机肥替代化肥呈现良好势头；建设600个统防统
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片，绿色防控面积扩大，化肥、农药
用量继续减少。

民族种业发展
助力粮食生产

“称出来了，1602斤。”安徽省定远县53岁的农民孙
世玉欢喜地告诉记者，他没想到今年当地连续20多天的
高温，接着又下了近半个月的雨，还能有这么好的收成，而
同村人用了其他种子的亩产最高1200斤。

孙世玉的丰收喜悦，从侧面展现了民族种业发展在助
力粮食生产方面迈出的重要步伐。近年来，部分地区在粮
食生产时节遭遇天气方面的不利影响。我国民族种业面
对市场需求，不断研发创新，实现了自主选育品种的高产
质优，保护了农民利益。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玲表示，这几年我国
种子企业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
高。目前种子企业前五十强每年的研发投入达13.8亿

元，占到了销售收入的7.4%，已经接近国际上的研发投
入水平。

理顺结构和产业
促进农民增收

今年湖南省共有79个县市区落实高档优质稻1026
万亩，比去年增加了350万亩。湖南省农委主任刘宗林
说，自9月中旬陆续上市以后，这些优质稻全都成了“抢手
货”，种植户因此亩均增收200元以上。

在稳定口粮品种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因地制宜调整优
化种植结构。据农业部预计，籽粒玉米面积调减约2000
万亩，市场紧缺的大豆面积增加约700万亩，杂粮杂豆增
加约600万亩，青贮玉米和优质饲草增加约500万亩，马
铃薯增加约200万亩。

曾衍德说，扩种青贮玉米、优质饲草等作物，有利于促
进农牧深度融合，实现就地过腹转化。目前东北地区玉米
过腹转化、加工转化已呈现发展的好势头。

与此同时，市场紧缺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面积占
27.5%，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优质稻、加工专用稻面
积比例达到80%以上，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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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粮丰收从秋粮丰收看我国农业供给侧看我国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结构性改革成效

新华社记者 董峻 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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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
电 （记者 江宇娟 高攀）美
国财政部17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8月份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
债，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增持
345亿美元美国国债，为连续
第七个月增持。当月，中国持

有的美国国债规模 增加至
1.2005 万亿美元。今年 6月，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水平超过日
本，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
国。

当月，日本减持114亿美元
美 国 国 债 ，持 有 规 模 降 至
1.1017万亿美元。

中国8月增持345亿美元美国国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18
日发布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自
然灾害情况统计数据。经核定，

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亿
人次受灾，799人死亡，90人失
踪，465.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141.9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

今年前三季度各类自然灾害
致我国1.26亿人次受灾

这是10月17日在叙利亚拉卡拍摄的“叙利亚民主军”士兵。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称，该武装当天完全夺取了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
新华社/路透

收复拉卡

10月1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飞机喷洒阻
燃剂。

本月8日以来，加州北部多地发生山火，目前已造成41
人死亡，数万人被疏散。 新华社/路透

救灾进行中

图 说 天 下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首台
ZH-65型蒸汽发生器出厂。

10月17日，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
号”国内首台 ZH-65 型蒸汽发生器在位于
广州南沙的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
司吊装出厂并装船运往福建。这标志着中国
第三代核电设备自主设计制造能力已经成
熟，中国核电装备制造技术和水平跻身世界
领先行列。 新华社发

中国自主
三代核电

首台蒸汽发生器出厂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
电 （记者 金旼旼 高攀）美
国财政部17日公布半年度汇
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没有操
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
势。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台后，美国财政部第二次作出
上述认定。

当天美国财政部发布了针
对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济和
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主要贸易
伙伴均未操纵货币汇率，但将中
国、日本、德国、韩国、瑞士5个
国家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彼得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研
究也都显示，中国过去两年并未

“操纵汇率”，对中国“操纵汇率”
的相关指控并不成立。

在最新报告中，美国财政

部说：“近期中国汇率的变动
方向将有助于纠正和美国的
双边贸易失衡。”报告统计，截
至今年9月底，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升值4.4％。人民币对美
元升值，将有助于减少中美贸
易顺差。

报告还说，中国近期对外汇
市场的干预、加强资本管制，以
及更审慎设定每日人民币中间
价，阻止了人民币汇率的“无序”
贬值，从而避免给两国和全球经
济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财政部去年4月首次
设立汇率政策监测名单，认定标
准有三条：该经济体与美国贸易
顺差超过200亿美元；该经济体
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重至少为3％；该经济
体持续单边干预汇率市场。

美国财政部再次
认定中国未操纵汇率

位于湖南省东南部的桂东县以“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的颁布地而闻名。

它是湖南省“最高”的县：全县平均海
拔900米，县城海拔830米，境内的齐云峰
海拔2100米，是湖南省境内第一高峰。

它也是湖南省拟于2017年脱贫摘帽
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境内山高谷深、沟
壑纵横，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贫
困山区。近年来，桂东县以全域旅游为突
破口，逐步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精准扶
贫路子。

10月10日至13日，重庆日报记者随
“旅游扶贫全国主流媒体桂东行”采访组一
行来到这座美丽的湖南边陲小城，探寻桂
东县破解贫困的“密码”。

把绿水青山
变为金山银山

近日，桂东县沤江镇上东村驻村第一
书记郝海静，照例将沿路随手拍的梯田、山
坡、云雾等风景照片发到朋友圈中，不一会
儿，点赞和回复便接连而至。

“这地方真美！”“你去的地方原来是养
生胜地！”……

今年40岁的郝海静，是中国中铁山桥
集团有限公司恒正公司综合室主任，2016
年10月来到上东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他
的亲戚朋友多是北方人，见惯了一望无际
的平原风光，对于山清水秀的南方景致格
外向往。受朋友圈的启发，在引导当地农
民通过发展中药材、蔬菜等产业脱贫的同
时，他也准备在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引导村
民通过旅游致富。

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发展全域
旅游正是桂东县破解贫困的发展“密码”。
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介绍，桂东县是湖南
首批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近年来，桂东
县坚持“全景桂东、全域旅游、全民幸福”的
发展思路，把每年安排旅游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从原来的1000万元提高到4000万元
以上。

沉寂一时的手工制陶业
重新崛起了

10月11日，桂东县普乐镇矮排村最
大的一间手工制陶作坊三鑫陶艺园，又迎

来了数十名客人，他们在亲身体验手工制
陶的同时，也购买了不少陶器，这让作坊主
人方小林十分高兴。

普乐镇曾是有名的“陶器之乡”，当地
手工制陶历史悠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普乐镇手工制陶从业人员达三四百人，
一度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后来，随着
年轻人外出打工，手艺无法传承，这门养育
了数代人的生计曾一度凋零。

自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当
地政府的扶持下，手工制陶业又开始重新
兴盛起来。以方小林的三鑫陶艺园为例，
去年，在政府的引导下，他在过去的车间旁
增设了土陶体验场馆，游客只需花费30-
40元，便可亲手做一件陶器。陶艺园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连日本、澳大利亚、
意大利、德国等国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当地手工制陶产业的重新崛起也直接
带动了村民脱贫增收。在方小林的陶艺园
内，30多名村民在此打工，其中还包括6
名贫困户。方定行、郭春花夫妇是矮排村
建卡贫困户，两人都有制陶的手艺，却没有
办厂的资金。如今，夫妻俩都在三鑫陶艺
园打工，每年工资收入达3万余元，今年年
底，夫妻俩便能摘掉贫困户帽子。

只打一份工
却能挣两份钱

10月11日，桂东县普乐镇太阳园艺
花卉基地内，36岁的黄乐珠将已开花4朵
以上的红掌盆景一一选出来，准备上市。

黄乐珠是普乐村建卡贫困户，一家7口
人过去全靠丈夫在外打工的收入生活。自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当地创新实
施金融扶贫模式，不但为贫困户发放金融
产业扶贫贷款，还引导贫困户以小额信贷
资金入股项目，从而获得持续稳定的分红。

以黄乐珠为例，她在获得5万元小额
信贷资金后，采取分贷统还的方式入股普
乐太阳园艺花卉基地，今后每年可获得不
低于入股资金10%的保底分红，也就是
说，她每年可获分红至少5000元。此外，
她在该公司打工，每月还可收入1600元，
这也意味着在当地金融扶贫模式的帮扶
下，只打一份工的她能同时获得两份持续
稳定的收益。

普乐镇党委书记罗道标介绍，除了利
用小额信贷资金入股外，当地还为171户
304名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推出了全新的
入股模式，即利用扶贫资金和重点产业配
比资金3000元入股，年底同样可享受入股
金额的10%保底分红。

截至今年9月底，桂东县已累计为9742
户贫困户发放金融产业扶贫贷款37985万
元，引导3519户贫困户将17574万元金融
信贷资金实行了资产收益委托帮扶。

破解桂东精准扶贫的密码
本报记者 龙丹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