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安全如何保？ 乡村建设怎样谋划？

中央一号文件热点话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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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布。 围绕未来怎样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如何谋划乡村建设等热点话题，2 月 22 日,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做了全面解读。

遗失声明
● 赵 文 香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927197905125326，商品房买卖合
同（合同编号：16894130）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本人于 2016 年在南阳市
恒大帝景 10 号楼 1 单元 1—905 室
购买房屋，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票
号：02894046、01956260）， 金额为 :
540000 元、142023 元， 均已丢失，声
明作废。

● 钱 小 闯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130219890330421X，商品房买卖合
同（合同编号：16900379）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本人于 2016 年在南阳市
恒大帝景 14 号楼 1 单元 1104 室购
买房屋，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票号：
29051034、01951474），金额为:430000
元、119347元，均已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满国安， 身份证号：
412925197509243416，李喜玉，身份
证号：412925197509023421， 在恒大

翡翠华庭认购住房一期 3 号楼 1704
号，认购书编号：0000484，收据编号：
y2032478、y2032477， 金额为：11008
元、390793 元。 车位 A 区—A101，认
购书编号 ：0001604， 收据编号 ：
y4017386、y4029925，金额：39000 元、
91000元， 上述均已丢失， 特声明作
废，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与经济纠纷
由本人承担，与南阳恒飞置业有限公
司无关。

●南阳市赫邦物流有限公司豫
RHT861，豫 RTM11 挂，营运证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傲翔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的大上海·国际项目，房号 2号楼 1单
元 2504室，合同号 15864614，预告登
记权证号 1509019475；房号 2 号楼 2
单元 1301室，合同号 15863622，预告
登记权证号 1509019471。以上两户预
告登记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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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书
周献涛：
因你与我签订的丰源小区门面房一间的租赁

合同已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到期，依照双方签署的
合同约定， 现通知你于 3 日内与我联系搬离手续，
否则按违约处理。

出租人：赵玉刚
2021 年 2 月 22 日

公 告
依据方城县房地产管理局关于转发南

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商品房合同备案
信息注销的规定》的通知【方房（2013)33号】
之规定，下列商品房（备案）合同信息符合合
同备案信息注销条件，现予以公告，公告期
七天，如无异议，公告期满后，我局将予以合
同信息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所退房
源，在南阳房地产信息网电子楼盘表同步公
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所退房源公开销售。

方城县房产管理局
2021年 2月 23日

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注销名单
河南傲翔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大上

海·国际项目， 房号为 2号楼 1单元 2404
号房，合同号为 15842837。 合同声明全
部作废。

河南聚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功能性高分子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的方式和途径:网络查
阅：https://pan.baidu.com/s/1yQ9EsfVg_-
5CtskjInsU1w，提取码：wikp，纸质版查
阅： 可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前往
其办公场所进行查阅。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
边受影响的居民、其他工业企业职工、

相关职能单位， 以及关注该项目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

件、 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
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潘总 17639722096，邮箱：
px_pan1688@163.com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化
工产业集聚区物流路 1 号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文
发布起 10 个工作日内。

鑫冠商砼诚聘
小车司机 2名，退伍军人优先。资料员 2 名，有

相关工作经验。内外场调度各 2名，能适应上夜班，
有相关调度工作经验。司磅员 2名，能适应上夜班。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314909296@qq.com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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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搬家保洁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对于有着 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保障粮食安

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

我国粮食安全完全有保障， 但粮食供需一直处于
紧平衡状态，未来需求还会刚性增长，加上外部形
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 在粮食安全问题
上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唐仁健说，保障粮食安全，重点是做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 我国将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还要确保 15.5 亿亩永久基本农
田主要种植粮食及瓜菜等一年生的作物， 并保
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下一步增加粮食产量根本
的出路还是要向科技要单产、要效益，下决心打
好种业翻身仗， 用现代的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
来强化粮食安全的支撑。

同时，要建立“两辅”的机制保障，即“辅之以
利、辅之以义”，完善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健全产粮
大县支持政策体系， 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在粮食安
全上的义务和责任。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下一步粮食安全要
实行党政同责，以前主要强调的是省长负责制。 ”
唐仁健说， 通过这些努力来确保各省区市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有条件的还要不断提高。
保供给既要保数量，还要考虑保多样、保质量，要
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做深、做细、做实。

健全生猪产业平稳发展长效机制
猪肉供给和价格是老百姓

关心的问题。
唐仁健说， 从去年开始，

农业农村部采取了多种措施
支持恢复生猪产能，稳定生猪
生产和市场供应 。 截至去年
底，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 2017
年水平的 92%以上，超过预期
12 个百分点，现在市场供应总

体势头向好。
他表示，随着新增的生猪产

能陆续兑现为猪肉产量，猪肉市
场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
后期供需关系将越来越宽松。预
计到今年 6 月份前后，生猪存栏
可以恢复到 2017 年正常年景的
水平，下半年生猪出栏和猪肉供
应将逐步恢复正常。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保
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
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

“我们既要立足当前抓恢
复，也要着眼长远稳生产。 ”唐仁
健表示，农业农村部将密切监测
生猪生产发展动态，抓紧研究稳
住和储备生猪产能的具体办法，
确保生猪产业平稳发展。

谋划和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

步， 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谋划和
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

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
耀说， 乡村建设行动要抓好规
划编制，坚持规划先行，合理确
定村庄的布局分类。

“乡村规划是乡村建设的
施工图，如果没有规划，乱搭乱
建乱占就会冒出来。 ”他强调，
编制村庄规划要在现有基础上
展开，注重实用性。村庄要保持
乡村独特的风貌， 留住乡情味

和烟火气，防止千村一面。要严
格规范村庄的撤并， 不得违背
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吴宏耀表示， 要抓好农村
人居环境的整治提升和村庄基
础设施建设。 继续把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着
力推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
要抓好农村公共服务的提升，
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
障等农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 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

“乡村建设不是一窝蜂都
去搞建设，要强化统筹、突出重
点， 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切入点， 对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实行县乡村统筹，不
同层级明确不同建设重点，实
现功能衔接互补、 资源统筹配
置。”吴宏耀强调，乡村建设，一
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 从农村
的实际出发，真正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 ②8

（新华社记者 胡 璐 于
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