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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的一天，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场小雨来
得突然。这种天气对正在打农药的
作物影响很大——刚打完的药让雨
一浇就都冲掉了。中化农业正蓝旗
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对此却早有
准备。

“我们的天气预报是订制的，农
业服务能精准到每个地块的天气情
况。如果预测到这场雨，我们会提
前告知客户。”中化农业 MAP 特种
作物事业部总经理汤可攀介绍，在
手机软件“MAP智农”上，农艺师可

以看到 1平方公里精度的精准农业
气象服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
立 70年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支撑
能力越来越强。农业育种创新取得
突破性进展，建立了超级稻、矮败小
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成功培育出数万个高产优质作物新
品种新组合，实现多次大规模更新
换代，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
覆盖。

技术更注重绿色发展能力。我
国大面积推广科学施肥、节水灌溉、

地膜覆盖、绿色防控等技术，水肥药
利用率明显提高，病虫草害损失率
大幅降低，有力促进了增产增效。
目前，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
物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38.8%
和37.8%。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了土地产
出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如今，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8.3%，
全国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
自主品种，不折不扣做到了“中国粮
用中国种”，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据新华社

在宁夏西吉县回民聚集的单家集
村有一块锦匾，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
家”，落款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

“这是红军第一次经过单家集时，
军民鱼水情的见证，为民族团结留下
一段佳话。”单家集单南村党支部书记

单云说。
长征路上，红军曾经三过单家

集。最早一次是 1935年 8月 15日，程
子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初到单
家集，遇到的是一幅“跑红军”的场景。

“‘跑红军’就是因为害怕，躲起

来。那年月老百姓常受国民党军队和
土匪征粮逼款，一听说军队来就跑的
跑、藏的藏。”单云说。

为了不扰民，红二十五军晚上进
村不敲门不进院，战士们就睡在街道
边、屋檐下。

“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了
争取回族群众信任，吴焕先政委在动
员大会上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
意”，如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
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生活
习惯等。红二十五军的言行，让老百
姓打开了自家大门。

休整期间，红军战士不仅把驻地
院子和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还
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军医们也给群
众送药治病，当地群众盛赞红军是“仁
义之师”。

后来，吴焕先、程子华带人抬着
“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匾和6只肥
羊、6个大元宝等礼品，拜访当地清真
寺。回族群众也按民族礼节宴请红
军，并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肥羊到军
部回访。

红二十五军离开时，老百姓在街
旁设置了香案茶桌，摆上点心，为红军

送行、带路。
“红军又来了！”一个多月后的 10

月 5 日，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
单家集时，因为红二十五军打下的良
好基础，受到了当地回族群众热烈欢
迎。1942 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
有一段单家集群众迎接红军的描述，
文中写道：“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
的，喝点开水不要钱。”

单云说，据老人们回忆，毛主席等
人参观了陕义堂清真寺，与宗教人士
促膝夜谈，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留下了

“单家集夜话”的长征佳话。
“当年毛主席就夜宿在农民张春

德家。农户想让首长睡个好觉，把土
炕烧得很暖。”单云说。如今，农家小
院的土坯房作为毛主席住宿旧址被保
存下来。门板上，当年国民党飞机投
下炸弹所留的大小弹孔清晰可见。
1996年，单家集群众自发捐款在毛主
席夜宿地修建了“人民救星、一代天
骄”的纪念碑。

“这样的队伍得民心，将来要得天
下呢！”在单家集，老一辈相传的红军
故事里总有这样一句话。

据新华社

中国饭碗端得稳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一块锦匾背后的长征民族团结故事

新华社长春8月13日电（记者 周
立权）记者13日从长春警方获悉，经过
半年奋战，长春警方打掉一个以“民族
资产解冻”为名对聋哑人群体实施诈
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2018年5月底，长春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接获一些聋哑人集体受骗的线索，立
即成立专案组。警方发现黄德军（男，
54岁，吉林长春人）、徐敬辉（女，47岁，
辽宁阜新人，聋哑人）具有作案嫌疑，且
在他们租室内发现大量印有“民族资
产”字样的物品，民警随即对两人展开
进一步调查。徐敬辉如实供述伙同黄
德军利用自己聋哑人身份及人脉资源，
以“民族资产解冻”为名对聋哑人群体
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经查，黄德军曾在北京结识林金狮
（男，62岁，福建安溪人），林金狮称其
有几千亿由国外转款资金，这些巨额

“民族资产”被冻结在海外，需缴纳一
定费用才能将其解冻取出。随后，黄
德军利用林金狮发来的各类伪造文
件，伙同徐敬辉利用组建微信聊天群

的方式，大肆发展会员，许诺事成后给
予高额回报，收取被害人几百元到几
千元会员费。

2017年1月以来，黄德军、徐敬辉共
建立了 30余个微信群，发展聋哑人会
员 8000 余人，被害人涉及吉林、黑龙
江、辽宁、江西等26个省区市。

2018 年 8 月，专案组在河北将林金
狮抓获，当场搜缴各类伪造文件600余
份。通过研判，发现林金狮转给“上
家”的赃款多在广西凌云被提现。专
案组经进一步工作，终于将3名“上家”
在广西抓获。

日前，长春市绿园区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人林金狮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被告人黄德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
元；被告人徐敬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
令 3名被告人共同退赔违法所得款返
还给被害人。已抓获的 3名“上家”正
在审查中。

长春警方侦破打着“民族资产解冻”
幌子诈骗聋哑人案件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 周
文其张雅诗）临近中午，在黄大仙纪律
部队宿舍内，31岁的潘卓斌和同伴们
给警员家属送上精美的文具、玩具套
装。随后，他们走到宿舍大门口，共同
高呼“反暴力、护法治”，为警方加油。

本月初，部分示威者向该处宿舍投
掷爆竹及大量杂物，更有示威者骚扰、
恐吓警员家属。“警察是维护市民生命
财产的重要防线，伤害警察及其家属
的行为是绝不能接受的。”潘卓斌说，
多谢警队的辛苦尽责，期盼尽快停止
一切暴力行为。

12 日，在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西
区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地，都有香港
市民前去慰问、支持警察及家属，支持
警方严正执法。

30 岁的市民蔡女士在黄大仙纪律
部队宿舍附近工作，她和潘卓斌一起
参加了慰问活动。“我想让警方知道，
很多市民是支持他们的，给他们内心
增添力量。”蔡女士说，部分激进示威
者遇到困难就向警方求助，没有困难
就污蔑警察是“黑警”，这很不道德。

在西区警署，30多名来自无锡旅港
同乡会、香港锡山同乡联谊会的香港
市民，向警方送上慰问和支持。

他们给警方送上鲜花、心意卡及枇
杷膏、维生素 C、润喉糖等物资，并在
警署门外拉起横幅，拿着标语，齐声高

喊“守护香港”“支持警察”。
市民谢女士特意暂时放下工作，到

西区警署支持警察。“看到警察的付
出，大热天背着这么重的装备，都是为
了维持香港治安，为市民服务，因此很
想出来支持他们！”她说。

市民冯先生也表示，对蓄意冲击警
察等恶行，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警
察执法很不容易，希望香港社会尽快
恢复平静和谐。

12日下午，20多名来自香港道教联
合会的市民到访湾仔警察总部。他们
举着“支持政府依法施政、警队依例执
法”的横幅，高喊撑警口号。

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梁德华向记者
展示了致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的支持
及赞赏函。梁德华说，面对激进示威
者的袭击和舆论压力，警务人员谨守
岗位，维护法纪，表现专业克制，无愧
于世界上最优秀警队之一的称号。

对于 11 日晚有暴徒在湾仔警察总
部、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等地向警
务人员投掷汽油弹，梁德华十分气
愤。“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应该尽快
将这些暴徒绳之以法。”他说。
“感谢警队对香港无私的付出，希

望警队能够保持坚毅不屈的精神，维
护社会法治，保护市民大众，让香港
能尽快恢复原有的安定和繁荣。”梁
德华说。

在北京市前门的一家餐馆，粮票、糖
票和油票等展品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
忆。来自辽宁的游客沙先生说，小时候和
母亲一起拿粮票到粮站买粮，现在买粮只
要网上下个单，米面油直接送到家，选择
的时候更重视品牌和品质。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百姓的“米袋
子”不断充实。从1949年至2018年，我国
粮食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3157.8亿
斤，增加了 1 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 68.6
公斤提高到 374.7 公斤，增加了 4 倍多。
粮食由供给全面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基
本平衡。

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翻番。从 1949
年的 209 公斤增加到 2018 年的 470 多公
斤，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成绩
单”来之不易。

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夏粮
再获丰收，秋粮作物长势正常，全年粮食
丰收基础较好。小麦品质明显好于上年，
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33%，启动大
豆振兴计划，预计面积增加 1000 万亩以
上，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近年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良好进展，
农业绿色发展正在兴起，农产品质量持续
提升，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不动摇，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不断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当前，正值秋粮生
产的关键时期，农民在
田野间辛勤劳作，为秋
天的丰收厚植希望。粮
稳天下安。近14亿人的
饭碗能否端得稳、端得
好，对于人口大国来说
从来都是保民生、稳经
济的重要基础。新中国
成立70年来，从“吃得
饱”到“吃得好”，百姓餐
桌的巨大变化，折射出
全面提升的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灌排事
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有效保障了国
家粮食安全。”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
司副司长倪文进表示，目前我国灌
溉面积达11.1亿亩，居世界第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安全
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采
取水利、农业、林业和科技等综合措
施，有组织地开展农田建设，改造中
低产田，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提
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
长卢贵敏表示，1988年国务院设立

“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统筹实
施大面积、跨区域、整建制农业综合
开发。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6.4亿
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
田；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48，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现了

“旱能灌、涝能排”。
今年三夏时节，河南省长葛市

坡胡镇种植户楚万才挺轻松。“现在
麦子收完了，当天就种上了玉米。”
他说，如今一个人就能种几十亩地，
从犁地、种地、浇水、施肥、洒药都实
现了机械化。

新中国成立至今，农业装备发
展对粮食生产贡献巨大。1949年，
我国农用拖拉机总动力 7.35 万千
瓦，联合收割机仅13台；到2018年，
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10 亿千瓦左
右，拖拉机总数达到 2240万台。目
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 69%，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 80%。我国农业生产方式
实现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到主要依
靠机械动力的历史性转变。

从绿色到智慧：科技助推高质量发展

从“靠天吃饭”到夯实基础：生产能力稳步增强
从产量稳到质量优：
“米袋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克罗地亚近日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8月12日，
在克罗地亚南部的莫什切尼奇卡德拉加，人们在海边
消暑。 新华社发

“谢谢警队辛劳尽责”
——香港市民自发慰问和支持警察

新华社成都8月13日电（记者 张
海磊）2019年以来，四川破获涉枪涉爆
刑事案件 718 件，抓获涉案人员 761
人。这是12日记者从全国公安机关集
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四川省泸州
市中心现场得到的消息。当天，泸州市
中心现场集中销毁非法枪支5543支。

据了解，今年以来，四川各级公安机
关聚焦枪患治理、射钉器材源头管控
等重点问题，深入排查非法制造枪支
弹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对涉枪违

法信息问题突出的互联网网站、论坛
等网络平台等，严密动态监控。

据统计，今年以来，四川破获涉枪涉
爆刑事案件 718 件，其中部督案件 9
件，抓获涉案人员 761 人，打掉团伙 6
个、捣毁窝点 13 个，收缴各类枪支
5543 支、子弹 15.4 万余发，收缴炸药
4.03 万余公斤、雷管 16.7 万余枚。当
地持枪犯罪案件和爆炸案同比均大幅
下降，有力打击了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活动。

四川今年以来破获涉枪涉爆
刑事案件718件

8月11日，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南村党支部书记单云介绍在单家集陕义
堂清真寺的一间房屋内挂着的写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锦匾（复制品）的来
历。 新华社发

晾晒玉米。（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