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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报告摘编》
（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摘编》（中、英文版），近日由
外文出版社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2017 年 10月 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为帮助国内外读者学习了解这
一重要文献的主要内容和丰富
内涵，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会同新华通讯社、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编辑
了本书。

《报告摘编》正文摘自十九大
报告，共分为16个章节，充分反
映了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充分反映了十九大提出的重
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
大举措。《报告摘编》内容精炼、
结构清晰、可读性强，有助于广
大干部群众深化十九大精神的
学习理解，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
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
执政方略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
内外政策。

据了解，该书法、俄、阿、西、
葡、德、日等版本，将于近期陆续
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蔓生豆，藤结瓜，绿叶衬红花；山
有色，水无沙，渔村傍农家；赏菊又观
竹，煮酒再烹茶；半塘池边采莲女，一盏
灯前读书娃。”

这首古诗，描绘的是农耕时代中国
乡村美丽画卷，这也是以中国“种养循
环”方式的展现。千百年来，中国人追
求田园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种养结
合”的方式从未间断。

乡村振兴如何践行？2月28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全国政协
委员、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吴德。

作为新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吴德认
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重塑田园美好
生活，关键在于实现农业的“种养循
环”。因此，建议建立“乡村振兴”与“种
养结合”的长效机制，呼吁各地政府树
立“种养循环”生态农业观。

调研/
“种养循环”未能有机衔接

通过大量调研，吴德发现乡村田园
“种养循环”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种植业和养殖业未能实现
有机衔接。”吴德说，通俗一点说，就是
种植业为单纯追求产量和降低劳动力
成本，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有机肥的
使用率非常低。

“我国化肥年消耗量6000万吨，农
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
倍，欧盟的2.5倍。”吴德解读，过量施肥、
盲目施肥不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浪费

资源，也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水质
富营养化。而养殖业由农民分散饲养逐
步转变为规模化饲养，规模化水平已达
60%以上，畜禽、水产养殖的废弃物已成
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我国每年
产生约38亿吨畜禽粪污，一个年出栏万
头猪的规模化养殖场每年就能够产生固
体粪便约2500吨、尿液约5400立方米，
其利用率仍不到10%；如采用“种养结
合循环农业”模式，用好这些“放错了地
方的资源”，不仅关系到我国6亿多农村
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还能生产大
量有机农产品，改善土壤生产能力、治

理好农业面源污染。
“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民外出

务工，谁来实施种养循环和谁来建设美
丽乡村的问题正日益凸显。”吴德认为，
这是乡村振兴存在的第二大现实问题。

吴德据此例举一组数据：2016年，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外出农
民工就有1.7亿人之多。

通过实地调研，吴德还注意到，偏
远地方大量农耕地出现抛荒，出现了

“杂草生、衰草黄、庄家地里未见粮。道
路直、房屋美、屋内只见老大娘”的景
象；部分粮食主产区土地虽未抛荒，但
却出现了“近看一片田、田中树和粮、粮
少树中藏；远看一片村、村中老和少、未
见种粮人”的状况；部分城乡结合地区
出现了“田变小，城变大，城边田园被规
划；城侧美、乡侧乱、城乡风景各不同”
的景象。

建议/
树“种养循环”生态农业观

让“种养循环”与乡村振兴融合，
吴德呼吁要树立“种养循环”生态农业
观。

“新型‘种养循环’模式，是将精准
农业、智慧农业、信息农业、高新生物技
术农业与传统种养农业融合的一种生
态农业模式，不仅要注重农产品生产的
数量，还应更加注重农产品品质、营养
和生态。”吴德认为，农业管理者和从业
者必须提升传统“种养循环”生态农业
观，还必须与乡村基础设施规划、乡村

文化、乡村旅游等乡村振兴内容有机融
合，让“种养循环”真正成为未来农业变
强、农民变富、乡村变美的重要抓手。

在吴德看来，由于不同区域乡村
“种养结合循环”生态农业模式的差异
很大，各级部门需要核查地方农业规
划，将种植业和养殖业布局不利于两者
结合的内容进行及时修正，为种养循环
的实施创造条件。

做法/
健全“种养循环”长效机制

提出了“种养循环”建议，具体又该
如何做？吴德指出，应该健全“种养循
环”长效机制，并从五个方面予以实施。

吴德说，应建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让“种养者有其田和园”；同成立

“种养循环”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建多
个创新团队，设立专项经费，加大养分循
环和大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关键技术
的研究，形成市场化科技研发平台，以技
术链支撑产业链，为真正实现种养循环
奠定基础；优化和制定“种养循环”系列
标准；加快完善“种养循环”利益补偿机
制，调动从业者和各级政府管理者的积
极性；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保护农
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构建
农产品国家品牌战略计划，让优质农产
品优质优价，提升“种养循环”生产者的
利益；建立“乡村振兴”与“种养循环”有
机融合的一把手绩效考核制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
杰 摄影报道

◆最年轻◆

95后女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从被推举参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初，
到四川省公布选举产生的名单，期间历
时数月，徐萍直到和所有当选的全国人
大代表进入一个工作群，才有了切实的
感受。

对于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徐萍
说，周围同事知道的人比较多，亲戚朋
友知道得少。“可能（消息）还没有走出
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木鱼村吧。”

木鱼村是徐萍的家乡，现在只有相
邻几户村民听到消息，“父母都是踏实
的人，不会去炫耀什么，只鼓励我应该
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徐萍出生于1995年 7月，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时只有22岁，“周围人跟我
说，我很可能会是全国最年轻的人大代
表。”只在这时，飒爽干练的女孩儿有了
腼腆的笑容，“我也不知道，没去关注这
个事情。”

◆工作狂◆

将名家艺术带入寻常百姓家

2月27日，成都经典汇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正在节后打扫，准备迎接次日全
员返工，此时的徐萍已经上班两天了。
接电话、回微信、约见面、定行程……直
到午后3点，她半天的工作暂时告一段
落，方才考虑午饭如何解决。

毕业后进入现在的公司，忙碌是徐
萍的常态，而她安然享受。“因为我很喜
欢自己做的事情，乐此不疲。”

“她很有冲劲，也非常有能力。”同
事和领导给予徐萍高度一致的评价，大
家看到了这个女孩实实在在想做事的
决心。2016年5月，徐萍牵头参与策划

的“经典艺术名家讲坛”亮相，这是一座
把名家艺术引到寻常百姓身边的桥梁，

“邀请在音乐、表演、舞蹈、乐器、书画、
摄影、文学等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名
家谈艺论道，实行免费门票制。”

截至目前，论坛已经举办39期，徐
萍经手每一位主讲嘉宾的邀请。“第一
次见到主讲嘉宾是著名舞蹈表演艺术
家沈培艺，记得初次见面紧张得心都提
到嗓子眼了。”徐萍记忆犹新，她不断预
演对方会怎么说话，并且反复揣摩自己
怎么说话才得体。

徐萍踏实真诚的态度，总能得到艺
术名家的认可，全力以赴走上讲坛，甚
至还有艺术名家给她“支招”如何进行
邀请，而她则把艺术名家的鼎力支持归
结于“艺术家们都很可爱”。

“我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方面
能够帮助爱好艺术的市民真正走进艺
术，另一方面为艺术家提供最好的服
务。”徐萍志在为展示、交流、销售等为
一体的艺术社交平台不懈努力。

◆勤学习◆

自制“履职手册”每天学习

为艺术名家和市民牵线搭桥的过
程中，双方的收获成为徐萍最看重的成
绩。“有一对夫妇，妻子身体有残疾，每
次的讲坛都由丈夫陪着来参加，几乎每
场不落。”徐萍告知，讲坛的入场券通过
线上申请领取，每次的名额都供不应
求，以致后来她特意为这对夫妇预留了
一个特设的VIP位置。

徐萍坦言，自己总是被观众的诚意
打动。舞剧《朱鹮》的主演、国家一级演
员、上海歌舞团首席演员朱洁静登上

“经典艺术名家讲坛”时，舞蹈爱好者陈
女士慕名而来，却没有抽中入场券。“她

非常喜欢朱洁静的舞蹈艺术，希望等讲
座结束后能与朱洁静合个影。”得知这
个事情后，徐萍给了她一个场内“站位”
的特许。

在策划讲坛、签约艺术名家等过程
中，徐萍不断获取新的信息，重新认识
艺术名家和普通市民的需求，竭尽所能
谋求共需。同样的学习精神，也被她带
到履新全国人大代表后。

从法律法规到政策文件，从时政新
闻到民生大事，徐萍自制人大代表“履
职手册”，自行安排了很多功课，“每天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充电。”她告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已经做好全国
两会建言的准备。

但徐萍并未止步，她说：“针对每个
建议，我还要继续做更深入的调研。”

◆忙充电◆

调整心态力求做到更好

经过一个月的自我学习，徐萍惊喜
地发现变化，“更沉稳了”。记得去年的
这个时候，她正在为2017年拟邀请的
讲坛嘉宾做计划，“当时因为一些突发
状况，邀请面临困难，眼看快要到时间
了却没有着落，我整个人都不好了，特
别暴躁易怒，同事跟我说事情几乎都听
不进去。”

到了今天，徐萍在开始谋划2018
年的邀请排班，“同样的状况又出现了，
但我却不再瞎着急。”徐萍罗列了无数
种备选方案，保持着沉稳冷静。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心态调整的
能力和处理事情的能力都应该提升。”
知识充电、心态调整等各种准备之外，
徐萍力求做到更好。

徐萍说，她已经做好准备，一定会
当好全国人大代表。

全省2万余名
纪检监察干部
“大练兵”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
2月28日，省纪委监委“全省纪委
监委干部集中培训月”开班动员
会在成都举行。

本次集中培训是省监察委员
会成立后的首次全省性培训，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王雁飞出席并做动员讲话，强
调要领会新思想、适应新形势、
担当新任务，一刻不停歇地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
巩固发展全省良好政治生态。

王雁飞指出，纪检监察机关
是政治机关，在党的政治建设上
肩负着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纪
检监察干部要坚决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服从中
央，要敢于向一切损害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开刀，坚决向
一切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风亮剑。

王雁飞强调，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聚焦精准有序有效惩治
腐败，在精准发现、精准惩处、精
准施治上下功夫，要聚焦三类
人，重点盯住两面人、两面派，同
时盯住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
源开发、金融信贷等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领域，发现问题及时惩
处。要抓好问题整改和制度建
立，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把惩治“微腐败”同精
准扶贫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让
基层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王雁飞要求，要着力提升执
纪执法能力，将“四种形态”基本
原理运用到监察工作中，既严格
执纪执法，又体现“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不被滥用。要打造正气充
盈的纪检监察机关，把谦抑作为
纪检监察干部的鲜明标签，坚持
慈不掌兵，持续开展系统内巡
察，完善自我监督机制，努力打
造讲政治、懂规矩、守纪律、拒腐
蚀的政治机关。

据悉，本次集中培训通过视
频会议系统覆盖到省市县乡四
级纪检监察干部，共2万余人参
加培训。集中培训月是省监察
委员会成立后为进一步统一思
想、优化作风、促进融合、补齐短
板、激发担当，加强干部专业化
能力建设的务实举措，将邀请省
纪委监委领导及有关室的负责
同志、有关专家，聚焦思想政治
建设和履职能力提升两大板块
进行专题授课。

四川团最年轻全国人大代表徐萍：

履职,95后的我已准备好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摄影吴枫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2月24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单公布，四川团
共148名代表，徐萍

名列其中。
生于1995年7月的徐萍，以

22岁的年龄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是四川团最年轻的人大代表，也是
唯一的95后。

即将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
之际，她剪短了齐腰的长发，看起
来更加成熟稳重。

与此同时，徐萍正在积极准备
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她深
入调研的结果。“全国两会，作为
95后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吴德：

让“种养循环”重塑田园美好生活

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吴德。

为艺术名家和市民牵线搭桥的
过程中，双方的收获成为徐萍最看重
的成绩。

四川团最年轻全国人大代表徐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