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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对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赣返赣人员一律实行健康监测观察

对从境外国外来赣返赣人员一律实行跟踪闭环管理

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尽量控制人员聚集

严禁无防控措施的人员流动

严禁无防控措施的人员聚集

两个尽量 两个严禁 两个一律

●保持手部卫生，不用脏手触摸眼口鼻；勤洗手，

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液）洗手至少20秒。

●不扎堆少聚集，尽量少去人流密集和封闭的场

所，在公共场所，注意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科学佩戴口罩，公共交通、人员密集和封闭场

所要正确佩戴口罩。

●保持咳嗽礼仪，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或曲肘捂住口鼻。

●使用公勺公筷，不食用野生动物，树立饮食文

明新“食”尚。

●加强健康管理，出现发热、身体乏力、

干咳等症状及时佩戴口罩就医。

●选择适宜运动，出行可以骑自行车或步

行，既环保又锻炼了身体。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赣南日报社 宣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

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牢把

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

要抓紧。这一明确要求，对于我们

扎实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

宝。”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

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

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社会始终

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

供给功不可没。2020 年，我国粮食

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全

国粮食总产量为 13390 亿斤，比上

年增加 113 亿斤，增长 0.9%，产量连

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总

的来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

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

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

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

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在外部

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

发挥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依靠

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就能为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保

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奠

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

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保障粮

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

地，严防死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规范耕地占

补平衡，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

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

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把黑土地用好养好。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要坚持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现代化，种

子是基础。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

身仗。

保障粮食安全，就要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在于让农民种粮有钱

挣。要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

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范围，创新经营方

式，培育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民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培训，促

进管理现代化。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农产品保

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继

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促进产业稳定发展，打好农产品贸易这张

牌，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走出去，提高关键物

流节点掌控能力，增强供应链韧性。

仓廪实，天下安。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

政治责任。不能把粮食当作一般商品，光算经济账、不算政治

账，光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有

责任保面积、保产量，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一起扛。此乃国之

大者！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

要负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持续提

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我们就一定能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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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政协新

年茶话会上强调，发扬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的精神。辞旧迎新之际，总书记这番话

语重心长、内涵丰富，既是对全党同志

提出的要求，也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

令，激荡起团结奋斗、开创新局的磅礴

力量。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回望极不平凡的 2020 年，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攻

坚克难，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

战略成果，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十

三五”时期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事实证明，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继续创造

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迈向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

大力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精神，始终做

到心系人民、务实为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要始终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

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

题，切切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为民服

务，必须求实务实。只有一件一件抓落

实，一年接着一年干，持之以恒，善作

善成，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征程上，必须大力发扬创新发

展拓荒牛精神，敢闯敢试、破局开路，

勇做改革实干家、创新推动者。惟改革

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没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奋勇拼搏，

就没有震撼世界的“春天的故事”；没

有亿万人民的首创精神，就没有改革开

放的辉煌成就。开局关系全局，起程标

定全程。站在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无论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都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敢下先手

棋，善打主动仗，以准确识变之智、科

学应变之道、主动求变之能，奋力在变

局中开创新局。

新征程上，必须大力发扬艰苦奋

斗老黄牛精神，勇于负重、甘于奉献，

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拉车不松套，

履责不掉链，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今

天的幸福是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美好的

明天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前进道路

上，有阳光也有风雨，有通途也有险

阻。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

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

的奋斗韧劲，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各种风

险挑战，在新征程上行稳致远，创造无

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

新征程，既是国家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实现梦想的再出发。平凡铸就伟

大，英雄来自人民。激发亿万人民的创

造伟力，汇聚“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

奋斗合力，中国号巨轮必将乘风破浪，

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发扬“三牛”精神，奋斗开创新局
□新华社评论员

1 月 1 日，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百

龙天梯工作人员在检查天梯运行情况（无

人机照片）。当日是新年第一天，众多劳

动者坚守岗位，在忙碌中度过元旦。

新华社 发（吴勇兵 摄）

上海市疾控中心 1 日发布消息

称，中心近日对英国输入的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进行基因组测序，发现 1例
病例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与近期英

国报道的变异病毒基因相似。这种

在英国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传

播力如何？公众应如何做好应对？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

对此作出回应。

【提问】此次上海发现的在英国

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在人群中的

传播力增强了吗？

许文波：该变异株基因组测序结

果表明变异株对细胞感染力增强，但

在人间传播力与人类社会活动、冬季

的气候和人群的自我防护措施紧密

相关。

【提问】该变异株致病毒力和严

重性增强了吗？

许文波：目前该变异株与既往变

异株的致病性、严重性或者病亡率未

见差异，致病性尚无明显变化，不必

恐慌。

【提问】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对该

变异株有免疫保护作用吗？

许文波：目前尚未发现该变异株

对我国上市的灭活新冠病毒疫苗的

免疫效力产生影响。

【提问】我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试剂能否检出该变异株？

许文波：目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

试剂针对的是新冠病毒双靶标基因，

即 N基因和 ORF1ab基因，在英国出

现的这一新变异株的 S蛋白基因变异

不影响核酸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上海近日发现的新变异株就是我国

本土核酸试剂检测出来的。

【提问】我国现有防控新冠病毒

传播的措施是否有效？

许文波：我国在 2020年 4月份基

本阻断了本土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于

之后通过境外输入的病例或污染的

冷链物品导致的 10多起新冠肺炎聚

集性疫情，都采取了有效的阻断传播

措施。定期筛查高风险人群、早诊

断、早治疗、尽早隔离感染者和密接

者，以及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

离，是我国行之有效的阻断新冠病毒

传播的措施。

【提问】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株的

出现，应该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许文波：百姓不必恐慌，一定要

严格落实我国现有防控措施，加强个

人防护意识，特别是加强针对有输入

病例的医院或定点隔离酒店的医护

和从业人员的防护。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变异株传播力如何？公众应如何做好应对？
——权威专家解读在英国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风险与防范措施

□新华社记者陈聪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针对台湾当

局领导人新年讲话中涉两岸关系内容，国台

办发言人朱凤莲1日应询表示，讲话再次暴

露民进党当局谋“独”本性。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

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朱凤莲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转

入常态化以来，我们努力推进两岸同胞

交流，得到积极响应。目前两岸交流往

来仍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主要在于民

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

她表示，众所周知，造成当前两岸关

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

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

与外部势力勾连，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2008
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就是双方均坚持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一政治

基础。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拒不承

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同

时不断谋“独”挑衅，处处与大陆为敌，处心

积虑制造两岸对立，而又声称所谓“对话”，

对话从何而来？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再玩

弄这种欺世惑众的把戏。只有回到“九二

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关系才能改

善。舍此别无他路。

台当局领导人新年讲话
再次暴露谋“独”本性

●我国科研人员为冰川“巧盖被子”遏
制其消融之势
●江西严禁平台单边签订排他性服务
提供合同
●北京所有新入职员工须持入职当
日（含）前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中国与埃及签署关于新冠病毒疫苗
合作意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