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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14日发表《中国的
粮食安全》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全面介
绍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对世界粮食
安全的影响和贡献、粮食支持政策、粮
食市场开放等问题。

1996年，中国政府曾发表《中国
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有力回应了国
际社会关于“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质
疑。时隔23年后，中国为何再次发
表粮食白皮书？新华社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相关专家，对白皮书的内容
以及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解
读。

主动回应人们对中国粮食
安全问题关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
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当前中国农
业生产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对外
开放也进入新阶段。国内有人担心
粮食安全是不是有问题，国际上也
有人担心中国是不是要维持 100%
自给率、走封闭的老路，对此白皮书
阐明了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和立场，
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的方针，主动回
应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粮食政策的
担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认为，白皮书全面展示了70
年粮食安全成就，总结了中国在保障
粮食安全方面的探索，有效针对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作出回应。

“中国是否会进行贸易保护、损害
别国利益、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针对国际社会有关疑问，白皮书
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和回应。”李
国祥表示，“中国的粮食主要靠自给，
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合
作，共建粮食安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和经验。”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李
广禄说，通过白皮书把形势讲清、前景
讲明，释疑解惑，表明我们有决心、有
信心、有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白
皮书梳理总结了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

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彰显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

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粮食
安全之路

白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
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
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
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
员姜长云说，我国不仅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还重视粮食

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创新完善粮食市
场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
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同时，中国积极扩大粮食市场对
外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并加强国际合作，分享粮食安全
的经验和资源，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
粮食安全治理。白皮书资料翔实，有
理有据，分析论证都很有说服力。

从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到保护
和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从创新完善
粮食市场体系到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
控，从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到全面
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白皮书对
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进行了系统

介绍。
叶兴庆表示，我国明确提出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从注重产
量到强调产能，这是理念上的重大变
化。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是广义的能
力，既包括生产能力，也包括流通、物
流、调控等产业链关键环节。

未来仍要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白皮书指出，从中长期看，中国的
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
松。

叶兴庆认为，未来粮食安全最大
的挑战在于国内外粮食价格和成本倒
挂问题，面临的价格和成本压力将越
来越大，中国粮食安全必须解决好竞
争力问题。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对粮食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努力提高粮食品质需要不断努力。

面向未来，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继
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
路，推动从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
强国迈进，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与世界
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姚惠源
说，粮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古今
中外都把粮食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确保粮食安全永远在路上，不能有半
点松懈。我国粮食生产还需进一步提
高地力以及自然灾害防御能力，提高
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人们对口粮的
需求也更加注重绿色、安全、营养和健
康，这些都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新使命。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粮 安 天 下
——专家解读《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新华社记者 董峻 胡璐 于文静

在 1996 年发表《中国的粮食问
题》白皮书 20 多年后，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14 日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
皮书。20多年过去，中国人依靠自身
力量端牢了自己的饭碗，实现由“吃不
饱”到“吃得饱”“吃得好”的转变。对
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亲口”作证。

中国的粮食安全，老百姓可以用
自己的米袋子发言。20多年来，近14
亿人迎来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
史性跨越。对这一人类史上的壮举，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现身说法。占世

界人口近1/5的中国人的米袋子绝对
靠得住：我国粮食总产量连上新台阶，
2018 年粮食产量比 1996 年增产 30%
以上；粮食人均占有量比1996年增长
14%，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翻开两部白皮书一对比，“中国人
可以养活中国人”的承诺顶天立地，不
打折扣地实现了。

口粮安全、馒头米饭。谷物口粮，
对保障正常生活和基本经济秩序至关
重要。在粮食生产“十五连丰”基础
上，我国口粮绝对安全，谷物自给率保
持在95%以上。目前，作为中国人主
食的稻谷、小麦，每公顷产量比世界平
均水平都高出50%以上。党中央确定
的“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稳

稳实现。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从“吃得

饱”向“吃得好”跨越，居民健康营养状
况是一个硬杠杠。居民膳食品种的丰
富多样，每个人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菜
篮子。2018年我国居民油料、猪牛羊
肉、水产品、牛奶、蔬菜和水果人均占
有量，比 1996 年增幅在 30%以上至
300%以上，体现营养健康的蔬菜、水
果、牛奶人均占有量，分别增长100%
以上至 333%以上。我国城乡居民膳
食能量得到充足供给，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碳
水化合物供能比下降，脂肪供能比上
升，优质蛋白质摄入增加。

俗话说“仓廪实、天下安”，而底线

是低收入群体不掉队、吃得饱。“两不
愁，三保障”首当其冲就是“不愁吃”。
党中央高度重视消除饥饿和贫困问
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
出一条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消除饥饿和贫困的成功道路，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粮谷类食
物摄入量稳定增加。贫困地区青少年
学生，儿童、孕妇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营养水平明显提高，健康状况显著改
善。

20多年一瞬，有变有不变。当前
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供应充
足、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
好。展望未来，中国有条件、有能力、
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筑牢国家粮食安
全防线。与此同时要看到，地少人多
基本国情不会变，粮食供需紧平衡状
态不会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
不会变，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开始、从“光
盘”做起减少损失浪费的责任不能变。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一份“舌尖为证”的白皮书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
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22.9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延
续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近 23 万亿元的大盘子中，出口
12.48万亿元，增长5.2%；进口10.43万
亿元，下降0.1%；贸易顺差2.05万亿
元，扩大44.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当天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我国外贸呈现一般贸易主导作
用“更加显著”、市场开拓效果“进一步
提升”、民营企业外贸活力“不断增强”
等特征。

具体而言，前三季度，我国一般贸

易进出口13.64万亿元，增长4.8%，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59.5%，比去年同期提
升1.1个百分点。

同期，我国与前两大贸易伙伴欧盟、
东盟的贸易额分别为3.57万亿元、3.14
万亿元，分别增长8.6%和11.5%，分别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15.6%和13.7%。

“一带一路”沿线外贸继续表现亮
眼。前三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合计进出口 6.65 万亿元，增长
9.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9%。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前三季度
进出口9.69万亿元，增长10.4%，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42.3%，比去年同期提升
2.9个百分点。这显示，我国外贸市场
主体的活力正不断增强。

我国前三季度外贸增长2.8%实现稳中提质

袁隆平出任第三代杂交水稻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0月14日上午，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第三代杂交
水稻种业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揭牌仪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任公司董事
长。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是由袁隆平科研团队在三系法和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方
法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科研攻关实现。

五部门要求切实配齐建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记者14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切实配齐建强师资队伍，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
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名师辈出的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中国公民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遇袭1死3伤

➡记者14日从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了解到，由中国公民在萨摩亚经营的太平
洋贸易工业公司仓库12日晚发生歹徒入室抢劫、暴力行凶事件，一名中国公民不
幸身亡，另有3名中国公民不同程度受伤。 （据新华社）

快读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14 日
电 （记者 和苗）瑞典皇家科学院14
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
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
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
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
突出贡献。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目前任
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弗洛1972
年生于法国，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是
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迄
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
克雷默1964年出生，任职于美国哈佛
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
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学奖三
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
贫困”而获奖，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
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汉松说：“在短短20年间，他们基
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
今这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指出，目前人类
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轻各种
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者在研
究中引入了新方法，例如把减贫问题拆
分化解为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更为
细致入微的问题。

三名经济学家因减贫研究成果
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9年 10月 14日，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孙小果
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一案依法再审开庭审理。同时，记者
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云南省检察
机关已于近日对孙小果出狱后涉嫌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起公诉，云南省监
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果案19
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重要关
系人移送审查起诉。

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一案再审开
庭审理

2019年 10月 14日，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孙小果强
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开庭审
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履行
职务，孙小果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出庭
进行辩护。该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判处孙小果死刑，后经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死缓、再审改判
有期徒刑二十年。孙小果实际服刑十
二年零五个月后出狱。2019年7月18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原再
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依法决定对案件启动再审。

因部分案件事实涉及个人隐私，依
照法律规定，法庭对不涉及个人隐私的
寻衅滋事罪公开审理，对涉及个人隐私
的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及强制侮辱妇女
罪不公开审理。

庭审中，检察员申请了两名证人远
程视频作证，一名鉴定人出庭作证，并
就孙小果原审认定的犯罪事实、证据及
法律适用等发表了出庭意见，建议撤销
原相关判决，另行作出正确判决。孙小
果及其辩护人围绕犯罪事实、证据及犯
罪情节等发表了辩护意见，孙小果作了
最后陈述。

法庭依法保障了被告人、辩护人的
诉讼权利，保护了被害人、证人的隐私
权。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
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择期
宣判。

云南省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
果出狱后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提起公诉

记者获悉，经调查，孙小果2010年
出狱后，又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多起犯
罪。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玉溪市人民检察院对孙小果等13
名被告人分别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
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依法向玉溪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玉溪市江川区
人民检察院对李爽等其他22名涉案被
告人分别以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
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意
伤害罪依法向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19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
关系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记者获悉，因孙小果案被查的20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中，有
19人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
李卓宸（孙小果哥哥）未涉嫌刑事犯罪。

云南省监察机关已对云南省司法
厅原巡视员罗正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田
波，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
源、原副局长朱旭，云南省公安厅刑事
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昆明市官
渡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原局
长李进，官渡区公安分局菊花派出所原

所长郑云晋，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
庭原副庭长陈超，以及孙小果继父李桥
忠、母亲孙鹤予，四川王氏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德彬，昆明玉相随珠宝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冯云等13人分别以涉嫌
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减
刑罪、行贿罪、受贿罪等罪名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云南省检察机关已对云南省监狱
管理局安全环保处原处长王开贵，云南
省第一监狱原督查专员贝虎跃、指挥中
心原监控民警周忠平，云南省第二监狱
十九监区原监区长文智深、监狱医院原
管教干部沈鲲，官渡监狱原副政委杨松
等6人以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审查起
诉。

目前，检察机关已依法对上述19
名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相关案件正在
办理中。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
检察院表示，将依法公开公正办理案
件，及时向社会公布进展情况，回应公
众关切。

（新华社昆明10月14日电）

孙小果再审案件开庭审理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被提起公诉

19名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新华社记者 罗沙 王研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第十
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于10月14日
晚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
并为获奖作家颁奖。他强调，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面精神旗帜，坚持人民立场，强化历
史担当，满怀时代激情，创作推出更多
精品力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
量。

黄坤明向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的作家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为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作出贡献的作家们表
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年来，广大作家艺术家深

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深入群众、扎根生活，推动社会
主义文艺结出累累硕果，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作
家艺术家牢记初心使命、坚守艺术理
想，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光明宽广的中国
道路，用饱满的热情激励顽强奋斗的中
国精神，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再立新功、
再创辉煌。

黄坤明、王晓晖、铁凝、吉狄马加、
李敬泽分别为获奖作家梁晓声、徐怀
中、徐则臣、陈彦、李洱颁奖。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主持颁
奖典礼，中国作协主席、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评委会主任铁凝致辞，来自各界的
代表600余人参加颁奖典礼。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会见获奖作家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4日电 （记
者 姜俏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4日
说，12日在东京湾沉没的巴拿马籍货轮

上6名中国籍船员确认遇难。另据日本
共同社报道，截至14日，强台风“海贝
思”在日本已导致48人死亡、16人失踪。

东京湾沉没货轮中国籍船员6人遇难
“海贝思”在日致死人数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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