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先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在全
国上下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传部 2日在北京
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
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
席，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他始终

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极投身脱
贫攻坚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困的“民族
直过区”承担扶贫任务，带领村民发展特
色产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他
致力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
果，立足农村实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
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班，为云南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培养了1000余位科技致富带头

人。他情系三农，扎根边疆，挂钩联系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来，深入村村寨寨，跑
遍田间地头，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
劳动，受到各族群众真心爱戴和社会各界
高度赞扬，被亲切地称呼为“农民院士”。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中宣部授予朱有勇“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
过度化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
的通知》，要求把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
度化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纳
入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内容，深化学习教
育，抓好自查评估，认真整改规范，加强
督促指导，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要深化学习教育，树立
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特别是市县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牢记初心使
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正确
政绩观。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现状和财力水平，
量力而行推动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
把财力真正用到发展和民生急需领
域，把补短板、惠民生作为城市建设的
重点，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 央“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主 题 教 育 领 导 小 组 印 发
《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

他潜心钻研农业生物多样性控制作
物病虫害的重大课题，成果在《自然》杂
志发表，应用于农业实践以亿亩计；

他带领团队扎根边疆村寨，用科学
知识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产业，用“神奇土
豆”“有机三七”、院士指导班等带动一个
个村寨摆脱贫困；

他出身农家，对土地和农民有深情
厚谊，怀抱“让农民过好一点”的朴素愿
望，被人称为“农民院士”，而他自己说
“我就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
誉校长朱有勇，一位“顶天立地”的农业
科学家，一位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奋斗者，
一位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的共产党人。

30多年前的一道考题，冥冥之中决
定了朱有勇为农业科学奋斗的一生。

1982 年，朱有勇参加研究生面试。
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段永嘉问道：“追溯世
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
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人
们靠什么控制病虫害？”

这一问把他问懵了。
那个年代，农作物单一品种大面积

种植容易发生病虫害，致使农药用量大
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
产构成潜在危险，水稻稻瘟病即为典
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办
法，但收效甚微。

1986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田
间考察，偶然发现“当地农民用杂交稻和
糯稻间种，稻田很少发生稻瘟病”。难道
稻瘟病发病率跟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
关？循着这个思路，他开始了利用生物
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研究。

此后 10多年，他边研究控病机理，
边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确证了作物
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
新途径。2000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
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引起全球关注。

朱有勇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选择
投身新战场——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15年
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 41%。这一年，中
国工程院结对帮扶澜沧县。谁来牵头挑
起重担呢？时年 60岁的朱有勇主动请
缨：“我年轻，我来干！”

说干就干，朱有勇把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在了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
组，带领团队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寨子
扎下根，一待就是五年。

倡导种冬季土豆，农民刚开始不积
极，他跟村组干部搞起了示范种植；考察
三七基地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他第
一个下去推车，任凭泥巴溅了一身；寻找
水源时，他拄着拐杖穿行在雨后湿滑的
山坡，一路上跌了三跤……

驻村扶贫，迷彩服就是朱有勇的“作
战服”。他要求参加院士指导班的学员
都要穿上迷彩服，因为这样可以一扫长
期贫困滋生的萎靡气息，激发起奋斗的

姿态来。
种出五斤重的“神奇土豆”，种出药企

抢着买的“有机三七”，培养科技致富带头
人……把“冬闲田”变“致富田”，老百姓的
评价，就是朱有勇脱贫战线上的口碑。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个旧市一个
农村家庭。

他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对贫穷和
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农民种地很辛苦，
但再怎么拼命干活，种的粮食仍吃不饱。”
“让农民过好一点，就是我的初心，

是童年最早理想。”朱有勇说。
恢复高考第一年，朱有勇考上云南

农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名
列班级第一。毕业前夕，朱有勇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人与他谈
话，他表示：“我愿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终生，毕业后绝对服从组织分工，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句承诺，映照了一名共产党人初
心不改的一生。

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把
云南农业大学奖励的 200 万元悉数捐
出，在学校成立“有勇奖学基金会”；2015
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
奖”，他又将 200万元奖金捐赠给了基金
会……

把论文写在大地，把农民装在心
里。朱有勇说：“看到科研成果在千万户
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金、发
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兴。”
（据新华社昆明12月2日电 记者

伍晓阳、岳冉冉、陈聪）

院士朱有勇：“我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 ● ●●●●●●● ● ●●

3 要 闻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 星期二版面编辑/王振江 程波

新闻集萃

■李克强日前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必须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建设，促进更多新企业开办和发展壮大

■韩正 2日出席“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培训动员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均据新华社）

对美国一些政客来说，干涉他国内

政、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最近，美方将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再次

让世人看清他们的霸权主义丑陋嘴脸，

看清他们无视香港民众安全福祉，拿香

港当反华工具的险恶图谋。

自香港修例风波以来，美国一些

政客不断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假“人

权”“民主”之名，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从多次发表粉饰、鼓动暴力犯罪

的荒谬言论，到参众两院通过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再到悍然将该法

案签署成法，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恶

劣行径，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和

700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14亿中国人

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

则作对，必将遭到国际社会一致唾弃。

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华势力与

香港极端激进势力等密切勾连，是香

港持续暴乱的主要推手。美国一些

政客披着“人权与民主”的外衣，居心

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中心地位，色厉内荏地恐吓止暴制

乱的正义人士，明目张胆地给香港暴

力犯罪分子“铺后路”。他们无视香

港回归以来的繁荣稳定，处心积虑地

妄图在香港导演一场港版“颜色革

命”。他们口口声声保护“人权”“民

主”，实际上是为暴力犯罪分子提供

“避风港”，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

“绊脚石”，向维护法治秩序的正义人

士发出“恐吓信”。

长期以来，美国粗暴干涉他国内

政，滥用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试图维

持其霸权地位。这套“趁火打劫”的把

戏在别的地方曾经得手，但中国人民

是从来不信邪的，这种卑鄙伎俩企图

在香港得逞，注定是痴心妄想。中国

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

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

压不垮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

人民。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在香

港问题上坚持“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

的”；今天，又怎能容忍一些国家对香

港事务指手画脚？任何对中国内政的

粗暴干涉，任何对中国发展的无端打

压，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

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

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

志成城。我们正告美方，任何企图借

搞乱香港阻遏中国发展的阴谋不会得

逞，任何企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举动注定是螳臂当车。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不是美国的哪一个州。西方列强在中

国土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奉劝美方趁

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停止

在香港问题上火中取栗，不做破坏中

美关系大局的事，多做有利于两国长

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事实再清楚

不过，谁与潮流为敌、同人心作对，谁

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把香港当反华工具是痴心妄想
——打“香港牌”不会得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
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
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
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
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
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
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
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
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
织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
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
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

定繁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
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
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
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
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
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
出应有代价。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12月2日，正在进行联调联试的成贵高铁进入全线拉通空载模拟运行阶段，试验列车将在成都到贵阳区间内全线路运

行。图为一辆试验列车驶过成贵高铁西溪河大桥。 新华社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参观人数创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
朱超、成欣）记者 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
获悉，“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
自 9月 23日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观展人数连创新高。截至 12月
2日，现场参观人数突破 200万人次，网
上展馆点击量突破1亿次。

“不忘初心”“14亿护旗手”
入选“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
施雨岑）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2日发布“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不
忘初心”“14亿护旗手”入选。据介绍，
“2019 年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分），采
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后
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

记者近日在广东、重庆、青海、陕西采
访时了解到，为更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四地组织一支支有理论、懂
方法的宣讲队伍，深入基层一线讲好“中国
制度故事”，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广东：理论宣讲进社区入村寨

11月 25日午饭后，听说县里的宣讲
队要过来讲课，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方洞
村50多名瑶族村民早早来到村里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讲堂。这次宣讲由乳源县委
宣传部长谢向军带队，他第一个走上讲
台，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当前中心
工作，向村民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宣传部长亲自为村干部村民讲解四

中全会精神，这还是头一回。”宣讲结束
后，方洞村党支部书记盘良美激动地说。

乳源是“世界过山瑶之乡”。为宣传
全会精神，乳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挑选得力的党员干部、老师、志愿者等
人员，组成 10多个宣讲团，分赴全县 9个
乡镇，把全会精神传遍瑶乡村寨，使瑶汉
百姓听得到、听得明、听得懂党的声音。

向南 300 多公里，伶仃洋边。11月
29日下午 4时，中山市南区的全民公益
园里传来热情激昂的宣讲声。

原来，40多名社区干部群众与广东
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白洁正围坐在一起，聆听一场主题为
“筑牢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的百姓
宣讲课，并围绕身边人身边事，畅谈中国
制度故事，分享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心得体会。

重庆：宣讲到基层，理论进万家

“我们党最大的底气，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最关心的，就是咱
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其中，基层社会
治理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才能出成
效的。”11月 27日，理论宣讲志愿者赵增
辉在重庆市北碚区天府镇天府社区向广
大群众开展宣讲。

重庆市部署全会精神宣讲工作以
来，各区县组织基层理论宣讲人员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宣
讲，推动全会精神家喻户晓。

北碚区发挥各级宣讲队伍和基层理
论宣讲“名嘴”作用，编印《百话理论》口
袋书 2万册，印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图解
挂历 3万份，组织 360名基层“名嘴”理论
宣讲志愿者深入村社院坝、群众家中开
展入户宣传宣讲。

重庆全市成立了由领导干部、专家
学者、博士服务团等 40名成员组成的市
委宣讲团，根据安排部署，将开展集中宣

讲 120 场。截至目前，重庆市委宣讲团
已完成宣讲 43场，区县宣讲团开展宣讲
1783场，直接受众 12.49万人次。

青海：创新宣讲形式，让

全会精神为群众喜闻乐见

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
乡镇和社区文化广场，活跃着一支特殊
的宣讲队伍——文艺轻骑兵。他们用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舞蹈、小品等节目
传达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台子乡下台二村村支书戴云说：“为
了让广大党员群众深入了解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县里派文艺队下来演出，
这种方式大家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老百
姓很欢迎。”

近期，互助县文艺轻骑兵宣讲活动
在全县各乡镇有序开展，4个歌舞团精
心组织排练文艺节目 50余个。此次巡
回宣讲演出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主题，通过文艺下基层巡演方式，引导
广大群众广泛参与，把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宣讲到百姓心中。

在西宁市城中区前营街社区华侨小
区院内，社区“最美半边天”巾帼宣讲团
在用“快板”的形式为小区党员群众宣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连日来，通
过前期精心编排，这支由前营街社区妇
联组织的宣讲团深入辖区楼院、单位宣
讲，掀起了辖区内学习的热潮。

演出结束后，在场的党员群众自发
聚在一起，以“微分享微讨论”的形式进
行学习、讨论。“国家治理得好，直接受益
的就是人民群众。以前到社区办事，一
件事得跑好几趟，现在不仅能一站式办
理，还能预约代办，确实服务到家了。”社
区居民李玉兴感受颇深。

陕西：上下联动、共同

发力，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11月 30日，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照金镇陈家坡会议旧址展馆门前，全国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杜天祥，在用通
俗的语言，为北梁村群众讲解着全会精
神。这些天，老杜已陆续宣讲10余场次。
“我要认真学好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将全会精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
游客和群众，发挥好基层宣讲员的作
用。”杜天祥说。

陕西省通过领导干部带头宣讲、组
建省委宣讲团集中宣讲、开展专家学者
菜单式宣讲和群众宣讲等，面向基层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要求用好典型
案例，讲好故事，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干部群众听得
懂、能领会、可落实。

陕西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理论
讲师团团长党宁说，从 11 月 18 日开
始，省委宣讲团在全省 12个市区、10个
重点行业系统集中宣讲 22 场，让干部
群众对全会精神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
认识。

陕西还开展专家学者菜单式宣讲。
在全省社科界和高校遴选一批政治意识
强、理论水平高、宣讲经验丰富的专家学
者，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列出
宣讲专题发布，已列出首批 23个专题菜
单式宣讲。
（据新华社电 记者毛鑫、周闻韬、

央秀达珍、许祖华）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广东、重庆、青海、陕西全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