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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
高敬 董峻)国务院新闻办 14 日发表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白皮书约 1.2 万字,分为前言、中
国粮食安全成就、中国特色粮食安全
之路、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未来展望
与政策主张、结束语等 6部分。白皮
书全面总结反映了我国粮食安全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重点阐述了 1996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保障粮食
安全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举
措办法,介绍了中国粮食对外开放和
国际合作的原则立场,并提出了未来
中国粮食问题的政策主张。

白皮书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中
国在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极
端贫困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实
现了粮食基本自给,不仅成功解决了
近 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居民生
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粮食安
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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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立足国内
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
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粮食生产能力
不断增强,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升,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粮食产
业经济稳步发展,更高层次、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
障体系逐步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更加有力,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
走越稳健、越走越宽广。

白皮书说,确保粮食安全,中国与
世界命运休戚与共。中国将继续遵循
开放包容、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
努力构建粮食对外开放新格局,与世界
各国一道,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为维护
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不懈努力,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1982年 9月 1日至11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隆重召开。这次大会为我国制定了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
奋斗纲领。

党的十二大第一次鲜明地提出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
导思想,为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邓
小平在为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指
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
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
的基本结论。

十二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是
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
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
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

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围绕总任务,大会提出了全面开

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的奋斗目标、战略重点、实施步骤和
一系列方针政策。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
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突出强
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
主,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二大通过了重新修改的《中
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继承和发展了
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对新时
期加强党的建设作了更为充分、具体
的规定,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十二大选举的新一届中央委员
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
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
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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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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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办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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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稳中提质总体平稳发展态势

我国前三季度外贸增长2.8%
民营企业前三季度进出口增长10.4%

开创新局面的纲领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白幸福

“我们每次战斗的地方，都有可歌
可泣的故事，在无人区湿暗的帐篷
里，我常常傻想你微笑的样子。每个
应该浪漫的日子，我们相隔千山万
里，我们放弃太多的时候，都在书写
电力传奇……”

这是一首曾经刷爆网络的歌曲，
名字叫《你会到工地看我吗》，讲述的
是送变电人长年累月告别父母妻儿，
冒着严寒酷暑奋战在崇山峻岭、无人
区，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和温暖。很
多网友听完这首歌潸然泪下——原来
我们用的每一度电都如此不易。

在河南，也有这样一位送变电
人。他从毕业就一头扎进了电网施工
一线，一干就是 27年，先后参与组织
工程项目上百项，架设线路折单里程
超过 5000公里，相当于中国最北端到
最南端的距离，先后被评为“抗冰抢险
英雄”“川藏联网电力天路建设功臣”、
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

他叫文宗山，现任河南送变电建
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应急抢修中
心主任。“急难险重找宗山”,这是文宗
山给人最深的印象，也是他用一次次
行动带给大家的信任。

到抗冰抢险最前线去

时间回到 2008年年初，一场罕见
的冰雪把湖南电网“打”得伤痕累累，
大面积停电一级警报响彻三湘大地。

1月 30日，农历小年，文宗山难得
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饺子。正在动筷之
际，手机铃声响了——紧急支援湖
南。他放下筷子对家人说，“饺子吃不
成了，我得走了。”

妻子默不作声，她已经习惯了丈
夫多年来的匆匆告别。女儿却哭了出
来，“爸爸今年又不能陪我过年了吗？”
文宗山心怀愧疚，走的时候连女儿的
眼睛都不敢看。

1月 31日，文宗山作为河南首批
支援湖南的抢险员，仅用一天时间，就
赶到抗冰抢险最前线。此时，他被眼
前的景象震惊了：几十吨的铁塔倒塌
下来，拧得像麻花一样；导线上的结
冰粗得像胳膊，成片的树木被冰雪压
断……灾情就是命令，必须迅速行动。

入湘抢险首要任务是勘查现场，
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冰雪天气
导致的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危及抢险人
员的生命安全。

“我是共产党员，我去！”文宗山主
动请缨。他带领先遣队走在冰雪覆盖
的山路上，一不小心就从几米高的山
坡上摔了下去，半天动弹不得；过一段
脚下一滑，又跌进半米深的泥潭里，泥
水刺骨地寒冷；最危险的一次，他们刚
走过一基铁塔，就听轰隆一声，这基铁
塔倒在他们身后……一路上惊心动
魄，等他们完成任务返回驻地时，身上
竟然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他们却顾不
得这些，连夜赶制出灾情图，为救灾提
供了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抗冰抢险的那段日子，文宗山经
常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饿了就吃方
便面，有时都来不及泡，只能干着吃；
累了就穿上军大衣，垫上一张草席，倒
头就睡。就这样，他和兄弟们在湖南
爬冰卧雪，战天斗地，整整鏖战 35天，
终于取得了抗冰抢险战斗的大捷。时
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动情地对
他们说：“你们作出了突出贡献，湖南
人民将永远记住你们！历史也将永远
记住你们。”

雪域高原铸就“电力天路”

现在流行一个词——偶像。有人
的偶像是流行歌手，有人的偶像是运

动明星，有人的偶像是商贾巨富。文
宗山的偶像是焦裕禄。焦裕禄同志经
常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
英雄。和他的偶像一样，文宗山为了
光明事业，从来不惧挑战。

在我国已经建成的三大藏区输变
电工程，文宗山就拥有参加川藏联网
和藏中联网两项工程的难忘经历。

2013 年，川藏联网工程启动建
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最具挑战
性的输变电工程，文宗山担任该工程
12标段项目经理。在川藏联网施工现
场的每一天，都必须和狂风、暴雪、严
寒、缺氧，以及强烈的紫外线搏斗。

还记得当年6月，文宗山第一批赶
到施工现场。由于此前从来没有高海
拔地区的施工经验，文宗山决定亲自
带队开展复测，为工程建设开路。

这是一段挑战意志极限的旅程。
行走在平均海拔 4200米的高原上，他
经常感到呼吸都很困难，每走几十米
都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下；随身带着的
泡面根本泡不熟，只能夹生着吃；晚
上睡觉也总是要被憋醒三四次，每次
醒来都像刚刚跑完 800 米似的，大口
的呼气吸气。最让他头疼的，是那些

“连猴子都爬不了”的山路和“一天有
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恶劣天气。有
一次，他和同事经过一处坡度达到六
七十度的山坡，由于土质松软，无植
被可以借力，又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他们一
次次攀爬，又一次次摔下来，整个场
面，像极了战场上攻占阵地，一次次
冲锋，又一次次滑下，前赴后继。这
短短 60米距离，他们用了近 1个小时
才翻过去。他们每个人头上、身上、
脚上都是泥，手上戴的两层劳保手套
也被磨破了。

复测到最困难的几基铁塔，大家
带着睡袋和干粮连续在高原上奋战了
一个星期。终于，在完成最后一基铁
塔复测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回到
驻地后，文宗山叮嘱厨房做一顿烩面
犒劳大家。充满了乡愁的队员们满心
欢喜地等待着家乡的味道，开锅的时
候却发现，由于气压低，一锅烩面被煮
成了一锅面糊。看着这锅特殊的烩
面，大家百感交集，每个人都吃得热泪
盈眶。

在川藏、藏中工程施工的几年时间
里，文宗山和同事们以“缺氧不缺精神、

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斗志更高”的意
志品质，在雪域高原上铸就了一条条

“电力天路”，创造了高海拔地区电力建
设“零死亡、零伤残、零缺陷”的新纪录。

用心血打造每项工程

作为一名和电网工程打了大半辈
子交道的老兵，文宗山经常说，电网工
程关系千家万户，如果能把这一件事
干好，这辈子就值了。

2016年 6月，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
该工程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四
最工程”，即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
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
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文宗山再
次挑起重担，负责该工程豫4标段技术
管理工作。

从参与我国首条特高压工程算
起，文宗山已经有近十年的特高压建
设经验。但是吉泉特高压又一次刷新
纪录，以其最高塔为例，它的高度是普
通特高压工程塔高的近两倍、500千伏
塔高的近四倍，比当时河南最高的黄
河大跨越主跨塔还要高4.5米，施工地
点又在地形复杂的信阳山区，以往的
施工经验不管用了。

怎么办？只能重新制订施工方
案，并且赶在基础施工结束前完成。
文宗山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历时 8个
月的技术攻坚。他们翻山越岭、蹚水
过河的勘查现场，双脚跑遍了线路涉
及的6个县、24个乡、85个村。在最闷
热的三伏天里，他们白天在工地奔波，
晚上还要挑灯夜战，一遍遍地测算、设
计、讨论、修改，有时一个细节就要反

复修改十几遍。初步方案拿出来时，
文宗山的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身上遍布了被蚊虫叮咬所起的肿包。

正是带着这样刻苦钻研、精益求精
的劲头，文宗山带领团队按时完成了全
线 254基铁塔 100余套方案的制定工
作，累计撰写材料超过 300万字，数据
精确到了每一基铁塔的每一根拉线、每
一个受力、每一次吊装。这些方案被提
交国家电网公司专家组审核时，全部一
次性通过，并被专家称赞说可以作为典
型方案在以后工程中推广。文宗山和
他的兄弟们用智慧和创新，建成了河南
电网第一高塔，确保了我国又一条电力

“丝绸之路”顺利投运。
用心血铸就每一项工程。参加工

作 27年时间里，文宗山参建施工的所
有项目合格率和优良率均达到百分之
百，其中 7项工程获得国家优质工程
奖，两项获得金奖。

既然选择了做送变电人，就是选
择牺牲和奉献。工作 27年来，文宗山
把最美好的年华都挥洒在了电网建设
的第一线。对于工作，他倾其所有，无
愧于心。但是对于家人，他却有难言
的愧疚。

作为家里的大儿子，母亲长期卧
病在床，只能由他的妻子和姐妹照顾，
这个抚养自己长大的人病重走得急，
由于信息滞缓，文宗山拼了命往家赶，
也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作为父亲，
女儿半夜发烧时是妈妈徒步背着她走
到医院，想和孩子亲昵却总是把孩子
吓哭；作为丈夫，爱人需要依靠时，他
只能在千里之外感谢妻子的体谅。这
么多年，一提到家庭，这个坚强的汉子
眼中不禁泛起泪花，无尽感慨。

一腔热血电网情，万家灯火照征
程。一路走来，文宗山用使命和担当
践行着“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
精神，用责任和奉献谱写了一曲曲光
明赞歌。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无愧于国家电网人的称号。

用奉献谱写光明赞歌

文宗山
在扎鲁特-
青州±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
程检查铁塔
成品保护
彭怀胜 摄

最美国网人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董峻 高敬

我国粮食库存实不实，能否保障市
场供应？粮食质量是否可靠，能否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随着对外开放加快，粮
食进口增加，对粮食自给影响大吗？在
国务院新闻办14日举办的关于《中国的
粮食安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
责人回答了公众关心的三个关键问题。

粮仓里的安全

在白皮书一系列数据中，国家发
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局长张务锋特别强调“双双超过 6.5
亿吨”：粮食总产量 2015 年以来稳定
在6.5亿吨以上；2018年全国有标准粮
食仓房仓容6.7亿吨。

那么粮仓储备实不实、数量够不够，
能不能保障市场供应呢？答案是肯定的。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炜
说，继2001年、2009年之后，今年国务院
组织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性粮食库存大清
查，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查必彻底，重点
检查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一共查
了1.7万个库点、19万个货位。“这项工作

已经基本结束。初步统计看，我国的粮食
库存情况总体上是好的，基本符合数量真
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的要求。”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储备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管
理规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政府储
备体系。“今年5月，中央深改委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专门的粮食储备改革
意见，就储备体系、规模布局、运行机
制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
大改革举措，为进一步强化储备管理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黄炜说。

舌尖上的安全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粮食质
量至关重要，如何保障公众“舌尖上的
安全”？

黄炜说，粮食质量问题老百姓都
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有“两
手”：一手是从生产端开始抓好源头治
理；另外一手是从产销端入手抓好全
程监管。“舌尖上的安全”是涉及多个
主体、多个环节、多个领域的系统工
程，关键是源头治理和全程监管，做到

从田间到餐桌全流程管好、管住，确保
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一是控制源头。抓好生产端，减
少化肥和农药用量，多用有机肥，加强
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和污染土壤的修
复治理，确保粮食能在良好的土壤和
水源条件中生产出来，从源头上提供
高质量、高品质的粮食。我国实现了
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二是管好存粮。我国是粮食仓储
大国。粮食是能呼吸、会发热、有生命的
有机体，如果保管不善，就会发生霉变、
虫害，本身也会发生品质下降。为保证
质量安全，在大力改善仓储设施条件同
时，国家推广应用智能通风、环流熏蒸、
低温储存、氮气储粮等先进的、绿色的技
术和工艺来确保储存粮食品质良好。

三是全程监管。一方面，在生产
和库存环节要把好监测预警关。粮食
长在田里的时候就要监测质量，增加
监测样本量、覆盖面和针对性；另一方
面，在流通环节把好粮食检验关。对
于进出仓库、进出工厂等环节，严格执
行粮食质量检验制度，严防质量不合
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港口里的安全

根据白皮书，为践行自由贸易理
念、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我国
主动分享国内粮食市场资源。

港口的进口粮食不断增加，对粮食
自给目标影响大吗？答案是否定的。

张务锋说，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
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我国粮食
生产实现了“十五连丰”，今年粮食产量
有望继续第五年超过 1.3万亿斤；口粮
实现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粮食库存充足，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说，
我国进口一些农产品，包括一些谷物主
要是为了调节品种余缺。就粮食供给
而言，无论是口粮也好，还是饲料粮也
好，应该说市场供应都是有保障的。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专门有一
部分讲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中国积极
践行自由贸易理念，推动世界粮食贸易
发展，深化粮农领域的国际合作，在维
护世界粮食安全方面，也做了非常重要
的贡献。（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粮库实吗 质量好吗 进口多吗
——中国的粮食安全“三问”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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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坤明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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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