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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日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
布《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制定政府投资条例是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党中央、国务院
对此高度重视。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
轨道，既是依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
客观需要，也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
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条例》
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确
保政府投资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政

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
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项目，以非经营性
项目为主；国家建立政府投资范围定
期评估调整机制，不断优化政府投资
方向和结构。

二是明确政府投资的主要原则和
基本要求。政府投资应当科学决策、
规范管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并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
适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
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安排
政府投资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
主体。

三是规范和优化政府投资决策程
序，确保政府投资科学决策。进一步
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重大政
府投资项目应当履行中介服务机构评
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
程序；强化投资概算的约束力。

四是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的相
关要求。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编制政府投
资年度计划，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内容
及规模、建设工期等事项，政府投资年
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

五是严格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
管。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应当符合
规定的建设条件，并按照批准的内容
实施；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
规定确保落实到位，建设投资原则上
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政府投
资项目应当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
工期，按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并在竣工
验收合格后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加强
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投资年度
计划、项目审批和实施等信息应当依
法公开。

《政府投资条例》7月1日起施行

5月5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
果展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
馆。展览将持续至5月9日。第二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 5 月 6 日至 8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

上图：5月5日，两名观众与智能机
器人互动。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下图：5月5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
建设成果展览会上拍摄的无人驾驶
汽车。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开馆

直到现在，聂广进仍会时常想起
15年前的那个冬天，就像许多离开校
园很久的人，依然会不时想起高考时
的情景一样。事实上，就对人生走向
的影响而言，他当时作出的选择，确实
不亚于高考。

那一年，聂广进 45 岁，在武警部
队某团任团长。军旅生涯即将进入第
30 个年头的他，决定自主择业，到地
方闯出一片天地。

2007 年春，经过深入考察，聂广
进作了一个细心却也大胆的决定：办
驾校。说他细心，是当地只有一家规
模较小的驾校，但市场需求巨大；说他
大胆，是因为这需要一大笔钱。

聂广进拿出所有积蓄，不够；借遍

亲戚朋友，依然不够；最后，向银行申
请贷款，才七拼八凑出资金，办妥了驾
校注册申请的手续。

“聂团长成了聂校长”，一些老战
友闻讯赶来，跟他一起干。18名员工
中，有 3 名是像他一样自主择业的军
转干部。

为了节省开支，聂广进自己组建
建工队，一人一顶草帽，一双胶鞋，顶
着烈日，冒着酷暑，在 2007 年夏天铲
起了建设驾校的第一锹土。建驾校用
的砖和石料，也是聂广进带着人挨个
跑厂家比质量，口干舌燥讲价钱买回
来的。

2008年3月，驾校正式开始招生，
但起步并不理想。有的员工作风懒

散，聂广进很严肃地说事情，他们却在
下面偷笑、打闹；有的教练暗中收受学
员财物；还有两个刚从戒毒所出来的
年轻人不听招呼，聂广进“下命令”不
管用，提高待遇也不见效……聂广进
想起了在部队带兵的日子，他申请成
立了驾校党支部，并在驾校实行军事
化管理。

“不管带兵还是带员工，其实都是
带心。”聂广进说，驾校除了建立30多
项规章制度，更注重做好员工的思想

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员工家
庭有婚丧嫁娶的，有子女考上大学、入
伍当兵的，驾校都会慰问或奖励。

这些年，驾校创造就业岗位近百
个，为残疾人、复退军人、城镇低保人
员、边远山区贫困农民和在校大学生
减免学费近300万元。聂广进因贡献
突出，被授予“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
部”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各级表彰。

记者 梅常伟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聂广进：转战商场亦铮铮

最美退役军人

●2019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
湖南省博物馆举行。

●第125届广交会5日闭幕，本
届广交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出口成交形势向好，成交
额同比增长近10%。

●为在长江江苏段两岸建“千里
绿廊”，近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公布了《长江(江苏段)两岸造林
绿化工作方案》。

●“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累
计接待游客 1035.28 万人次。
其中，赏花踏春游、乡村民俗游成
为“五一”小长假的主流和亮点，
游客人数占全区接待游客总人数
的75%以上。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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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魏玉坤 叶昊鸣） 记者 5 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于
5月6日启动，持续到12日。其间，应
急管理部将组织举办全国首届社会应
急力量技能竞赛、第十届国家综合防
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等一系列活
动，推动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活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
普及各类灾害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
基本技能。加强灾害事故风险防范，
深入开展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尽
最大可能减轻灾害事故风险。

防灾减灾宣传周
于5月6日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记者周玮）记者5日获悉，2019年
“中国旅游文化周”全球联动活动即
将启幕，全球34家海外中国文化中
心和19家驻外旅游办事处将陆续
举办各类文化和旅游交流活动200
多场，阐发中国精神、描绘中国风
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此次活动是在文化和旅游部
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支持下，由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携手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和驻外旅游办事处主办的。

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
介绍，5月15日至6月30日，全球
联动同步举办“中国旅游文化周”
活动，以“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
核心，以“美丽中国”为主题，以“超
乎想象的中国”为口号，通过旅游
推介和人文交流重点讲好当代中
国故事，促进中国旅游高质量发
展。在 200 多场文化和旅游交流
活动中，主题活动为各机构联动举
办的“天地与人 谐然共生——美
丽中国图片展”。

2019年“中国旅游文化周”
全球联动即将启幕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王锦萱 刘红霞） 海关总署 5 日
发布通告，多地海关缉私部门和海
警、公安机关近期开展打击成品油
走私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
人 43 名，初步查证涉案走私成品
油约17万吨，案值约12.7亿元。

通告显示，4 月 20 日，在海关
总署和中国海警局统一指挥下，在
杭州、南京、广州、大连等海关缉私
局和地方公安机关支持配合下，宁
波海关联合浙江省海警局在多个

省份同步行动，出警 400 余人，现
场查获2.95万余吨走私成品油，查
扣 1 艘 4.37 万吨外籍走私母船、4
艘中途转运油船，查封油库 1 个、
油罐16个。

海关总署缉私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 3 月以来，全国海关共
立案侦办成品油案件184起，查扣
成品油3.48万吨，查证涉案成品油
数量约100万吨，案值66.21亿元，
有效遏制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高
发势头。

海关重拳打击成品油走私

5月5日，孙先勇整理擦拭收藏的传统钟表。
今年56岁的孙先勇是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一名老物件收

藏爱好者。15年来，孙先勇几乎跑遍了胶东地区的大街小巷，收藏了涉
及农耕器械、生活用品、陶瓷泥塑、传统服饰、仿古家具等多个类别总计1
万多件老物件。孙先勇说，老物件承载着一代代人往昔的记忆，他的愿望
是在未来建一个民俗博物馆。 新华社发

山东即墨一市民
15年收藏万余老物件

（上接第一版）
盛泰农机专业合作社宽敞的大院

里，大大小小拉化肥的货车进进出出，
正在制作包衣种子的机器隆隆作响；车
库内，不时传来维修农机的声音。

这种嘈杂的喧嚣，在盛铁雍听
来，则是分外美妙的“春之声”。

“我们这里可以全程托管，也可半
托管，你合计合计明天来签合同吧。”

“我们这里全是进口种子包衣……”“免
耕播种，产量还能提高不少。”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盛铁雍不时被前来咨询的农
户打断，他连忙耐心地为农户解答。

盛铁雍是昌图县一名地地道道
的农民，打小就和家人一起下地干
活。“那时候掰玉米，天不亮就下地，
天黑了才收工，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
扒一亩地。”回忆起儿时劳作的艰辛，
盛铁雍感慨万千，“一袋袋玉米，一捆
捆苞米秆，肩挑手提弄进家，一进门，
累得饭都不想吃一口！”

1999年，盛铁雍拿出家中的全部
积蓄，买了全镇首台农机进行包地耕
作，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种粮大户。

2012 年，盛铁雍联合白玉福等 4
个农机大户成立了“昌图盛泰农机专
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拥有各类农

机 46 台，流转土地 267 公顷，是昌图
县最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记者看到，在合作社宽敞的机库
里，两辆大型雷沃牌玉米籽粒收割机
格外引人注目。

“这家伙一个小时能收10亩苞米，
从地头走过去，出来就是玉米粒。”拥
有如此先进的农机，盛铁雍很自豪。

盛铁雍算了一笔账，“眼下，人工
扒1公顷苞米需1500元，割玉米秸秆
900元，运到家600元，而合作社用机
械收割把净玉米送到家里，1公顷才
1050元，直接节省1950元”。

如今，盛泰农机专业合作社拥有
农机 67 台套，年均耕地 900 多公顷。
在昌图县，像这样的农机合作社已有
425个，年机械化整地29.6万公顷，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到
88.6%，居全省前列。

从单兵作战到适度规
模化经营

亮中桥镇东兴村是昌图县西南
最偏远的一个村子，虽然偏远，但村
里气派的厂房、高耸的粮食烘干塔、
崭新的大型车库、宽敞的文化广场，
处处展现出蓬勃的生机。

4月18日，坐在文化广场的长廊里，
村民李中说：“我连续3年把承包田流转
给合作社，合作社除了给流转费外，每
年一亩地还保底给我100多元分红。”

李中话音未落，村民李彦飞接过
话茬，“不但春耕的种子、化肥不用
管，到秋收时，合作社直接把粮食送
到家。这样的事，搁以前就是做梦
哩”。李彦飞在外地做生意，自家的
0.9公顷地由合作社托管。

“托管了，既省心又省钱，以前自
己种大苞米，一亩地的成本都在 450
元左右，现在合作社耕、种、防、收全
包，每亩地只收360元服务费，一亩地
省了90元。”李彦飞边说边掰着指头
给记者算起账来。

村民所说的合作社，是东兴村党
支部书记吴艳良和村干部一起成立的
丰满源农业联合社，下设丰满源玉米
种植合作社和丰满源农机合作社，有
社员106人，农机具40台套、农田作业
车 70 辆，300 吨粮食烘干塔一座和
1900平方米库房。合作社实行土地流
转入股、代耕代作运营，2018年流转土
地333公顷，代耕代作133公顷。

“合作社统采统购，统防统治，机械
化作业，每亩地节约成本100元，增效200

元，农民腾出手来外出打工。”吴艳良说。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后，昌图县顺势而为，积极扶持新型
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到2018年，已拥
有519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92个家
庭农场，流转土地12.8万公顷。

从“老把式”向科学种
田转变

4月19日，在盛泰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一块晾晒场上，用进口包衣剂生产
的玉米包衣种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负责晾晒的村民聂树成说：“用这
种包衣种子，出芽率高，还防虫害。”

这些年，盛泰农机专业合作社先
后同中国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
位合作，建立了 6.7 公顷玉米新品种
试验基地，培育试验100多个新品种，
每公顷增产750公斤。

盛铁雍说：“眼下，再靠‘老把式’
种地根本就不行了。想增收，就得从
下第一犁开始。”

在耕作上，盛泰农机专业合作社
在全县率先应用免耕技术，实行保护
性耕作。“就拿种玉米来说，1公顷降
低成本 600 元，不用旋地，减少风包
地，保墒，苗齐苗壮。”盛铁雍说。

这些年，在昌图县农技推广中心
的指导下，当地的合作社、种粮大户
已经熟练掌握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
田、生物防治等先进的农业技术，良
种覆盖率达到100%。

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王雅维
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靠传统方式种
地，认为施肥越多越好，结果造成土
壤板结、减产。昌图县从2005年就开
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降低了化肥用
量，每公顷玉米还能增收1000多元。”

为让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尽快
转化为生产力，昌图县在每个乡镇选
出 2 到 5 名农业技术指导员，每人联
系3到5个村和10个科技示范户对口
指导；全县建立了33个农技推广综合
服务站，选取1000个科技示范户示范
应用新技术、新品种，形成了县、乡、
村、户四级科技示范网络。

在先进科技的助推下，2017 年，
昌图县的粮食产量创下28.49亿公斤
的历史新高。

鉴于在粮食生产上的突出贡献，
昌图县连续12年获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称号，2011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
农业生产先进单位，2015 年，被农业
部认定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县。

传统农业大县的“破茧”之路

昌图县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土
地流转，规模经营，让更多的农民从土
地中解放出来，是当下提高农民收入
的有效途径。

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迅速
崛起。

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顺应了时
代发展大势，在思想观念、经营成本、
科技实力、市场营销、机械化耕作等方
面，相比个体经营，有着显著优势，吸
引广大农民纷纷将土地流转给这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让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
来，各级政府应当顺势引导、规范、监
管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从
土地流转、合同执行、技术培训等方面
依法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打消他们
的顾虑，让农户真正受益，让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更加健康地发展。

让更多的农民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记者手记

立夏将至各地农事忙

5月5日，江西省靖安县仁首镇石上村农民驾驶农机收割油菜。
立夏节气将至，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

身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