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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本大阪9月27日电 （记
者 王镜宇 王梦）2019年女排世界杯
赛休赛两天后27日在日本大阪重燃战
火，中国女排3:1战胜欧洲劲旅荷兰队豪
取九连胜，距离冠军只差一场胜利。

朱婷35扣20中得到全队最高的22
分，袁心玥、张常宁和龚翔宇分别获得

16、15 和 12 分，帮助中国队以 25:19、
25:16、21:25、25:19胜出，继续排名积
分榜榜首。

在还剩两轮比赛的情况下，中国队以
26分领跑积分榜，美国队以22分位列第
二。由于净胜局的优势，中国队只要28
日战胜塞尔维亚队，即可提前一轮夺冠。

中国女排豪取九连胜夺冠在望

70年创造伟大奇迹，新时代实现
历史跨越。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27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央
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回顾70
年来中国“三农”领域和脱贫攻坚取
得的辉煌成就，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
关情况。

70年成功破解了近14亿
中国人吃饭难题

70年沧桑巨变，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走过辉煌的历程，粮食生产能力跨
上新台阶，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
全面提高，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

韩长赋介绍，1949年，我国粮食
产量仅有2264亿斤，70年里先后迈
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已连续4年
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还有“油瓶
子”“菜篮子”“果盘子”也是供应充足，
我们用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
口，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

70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有了
质的飞跃。韩长赋说，农业生产方式
发生革命性变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58.3%，良种实现全覆盖，高
标准农田达6.4亿亩，粮食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80%，我国农业
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装备驱动的新阶
段。

70年来，我国形成了一套中国特
色的“三农”政策体系。韩长赋说，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家庭承包责任
制，告别延续 2600 多年的“皇粮国
税”，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土地承包期
将再延长30年，推行“三权分置”改
革，这些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将长期起
作用，也将长期坚持。

当前，我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
章。“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这是我们解决温饱、摆脱贫困
后的又一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总抓手。两年来，乡村振兴
全面启动，规划体系、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和党的建设在统筹推进。”韩长赋
说。

韩长赋说，70年农业农村发展有
很多宝贵经验，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条
是始终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
导，保证“三农”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一条是始终坚持农民主
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保护调动
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70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累计减少8亿多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创
新、接续努力，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
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创造中国历史上
的减贫奇迹。”刘永富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
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8239万，每年都保持减贫1200万人
以上，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从一组数字我们可以感受农村贫
困人口的获得感：截至2018年底，全
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660万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371元，占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7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全
覆盖……

刘永富介绍，在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伟大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
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
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党群干群
关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
提升，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
固。

刘永富表示，下一步，要从四方面
巩固脱贫成果：一是要保证脱贫的真
实；二是脱贫以后要稳定现行的扶贫
政策；三是要从长远着手，发展产业，
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让脱贫有可持续
的能力；四是对返贫的和新发生的贫
困人口及时帮扶。

“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
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
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
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百
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
决。”刘永富说。

70年中国为全球减贫
做出重要贡献

70年来，中国减贫加速了世界
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
国方案。中国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有组织有
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尤其是精准
扶贫方略的实施，走出了中国特色扶
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
智慧。

刘永富介绍，中国在致力于自身
消除贫困的同时，力所能及向其他发
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
援助，累计向1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援助资金4000多亿元，实施各类
援外项目5000多个，派遣60多万援
助人员，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
1200多万人次，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
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中国
减贫方略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
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中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
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历史性地
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
扶贫开发仍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将
研究制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0年
完成后的战略思路。”刘永富说。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
——两部门负责人回顾70年中国“三农”领域和脱贫攻坚成果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高敬

新华社华盛顿9月26日电 美国国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26日公布一封举报总
统特朗普涉嫌寻求外国势力调查政敌的匿
名信。这封检举信的消息被报道后，众议
院已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检举人在被公布的删节版检举信中

称，自己从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处得到的信
息显示，特朗普正利用职权寻求他国干预
美国2020年选举，具体行为包括今年7
月25日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
通话中施压对方调查特朗普的政治对手
等。

美众议院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记
者 梅世雄）为了指导退役军人参
加大型活动着装行为，展现退役军
人退役不褪色的良好形象，激发广
大退役军人不忘初心、不负军旅、砥
砺前行，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
浓厚氛围，国庆节前夕，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应邀以退役军
人身份参加大型活动着装办法（试
行）》。

着装办法共十四条，对应邀以退
役军人身份参加大型活动的着装行
为，特别是着服役期间军装的行为进
行了统一规范，明确了可着服役期间

军装的时机场合，军装的类型、制式、
季节款式等。同时对徽章佩戴、仪容
举止、适用对象等进行了统一规范。
着装办法的制定，注重了与军地相关

政策规定的有机衔接，充分借鉴了国
外退役军人着军服的有关规定，并在
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军地有关部门
意见。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军地四部门联合印发试行办法

对应邀以退役军人身份参加大型活动
着服役期间军装的行为进行统一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记者
申铖）财政部部长刘昆27日表示，截至目
前，有67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完
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共划
转国有资本总额约8601亿元。

刘昆是在当日由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资委联合召开的全国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任务部署
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是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
举措，是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和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代际公平的充分体现，是
一项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的政策措施。”刘
昆说。

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
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
点。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日前联合印发
通知，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
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并于
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

67家央企和金融机构
已划转国资8601亿元充实社保基金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113.204.224.20/xxgk/xxgk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规划编制资质
审查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
划一般技术性
内容修改公告

序号

1

序号

1

2

3

4

5

公示内容

关于重庆市规划事务中心等两家单位规划编制资质评审意见的
公示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中梁山组团G40-3-5地块（庆铃汽车公司大门东
侧）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两江新区鱼嘴组团Q14-2、Q15-1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
修改方案公示

北碚区双碑B分区B02-3-1、B02-3-2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沙坪坝F标准分区F1-3/02、E标准分区E16-1/02地块
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公示

嘉南线连接道项目沿线用地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公示时间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8日（注：10个工作日）

行政辖区

九龙坡区

两江新区

北碚区

沙坪坝区

大渡口区

申请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土地储备整治中心

重庆警备区保障局、第三储备资
产管理局重庆区域管理处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公示时间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7日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7日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7日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7日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7日

公示地点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
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沙坪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3158907

咨询电话

68410015

18008347302

67907784

65211131

68836799

2019-47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28日12：00－2019年10月18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
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
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34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Q分区QF2-1-4/08号
宗地

用途

居住商业商务混合用地

土地面积
（㎡）
52744

总计容建筑面积
（㎡）

≤131860
最大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101058

备注

19135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44

G19045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O分区O10-3/03号宗地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西彭组团D分区D36-4/03号宗地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I分区I12-2（部分三）
号宗地

教育科研用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85514

产业类别

通用设备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

≤128271

土地面积
（㎡）
25522.8

4848.4

按规划要求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容积率≤1.5

1.0≤容积率≤1.5

按规划要求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00

≥6600

11801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0000

≥13818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634

468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彭组团D
分区D36-4/03号地块（25522.8平方米）环保要求的复
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大渡口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大渡口区
I12-2（部分三）地块工业用地进行出让公示相关条件的
复函》（渡环函〔2018〕222号）。

G19046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44-G19046三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C分区C11-8-2-1/04号
宗地 一类工业用地

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33399 1.0≤容积率≤1.5 ≥7000 ≥15000 2499 环保要求详见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永组团C

分区C11-8-2-1/04号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27 日电 （记者
林远 徐晓蕾）当地时间9月27日，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同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兼外
长马茂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
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主要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共和国，
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兹决定即日
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
关系。

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里巴斯共和国政
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诺
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
何官方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基
里巴斯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共和国
恢复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