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X9041次中欧班列（西安）从西安国际港站出发开往哈萨克斯坦。
当日，装载着自行车、玩具、洗碗机等50车货品的X9041次中欧班列（西安），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2021年陕西开行

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
署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意见》指出，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
活动范围和方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支撑，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更加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
度，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意见》提出，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预算法定，坚持目标引领，坚持底线思
维。《意见》明确了6个方面的重点改革措施。一是加大预
算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规范政府收入预算
管理，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管理，强化部门和单位收入统筹
管理，盘活各类存量资源。二是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推进财
政支出标准化。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合理安排支
出预算规模，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三是严格预算编制管理，增强
财政预算完整性。改进政府预算编制，加强跨年度预算平
衡，加强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完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四
是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强化预算
对执行的控制，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优化国库集中
收付管理，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五是加强风险防控，增
强财政可持续性。健全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机制，防范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隐
患。六是增强财政透明度，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改
进预决算公开，发挥多种监督方式的协同效应，实现中央和
地方财政系统信息贯通，推进部门间预算信息互联共享。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进一步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主动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改革，推动预算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2017年5月11日，天气晴，星期
四。崎岖的山路左盘右绕，山上云雾缭
绕，翻过最后的垭口，终于见到来玉村
全貌。村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来，高兴
地迎了出来。朴实憨厚的笑脸和渴望
富裕的表情，真是触动了我的心。”这是
李玉栋写下的第一篇驻村扶贫日记。

45岁的李玉栋是国家电网青海电
力公司黄化供电公司职工，2017年5月
被派驻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
县尖扎滩乡来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几年来，他的扶贫日记记录了这个
高原贫困乡村，从萧瑟贫穷到迈入小康
的美丽嬗变。

搬迁前的来玉村平均海拔超过
3100米，自然条件恶劣。全村79户中，
有34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村里房屋近一半是废旧宅院，长
时间没人居住；村民中常住村里的大概
不到一半，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两
万多亩的集体草场，草皮及地形都不

好，牛羊养殖已趋于饱和。”李玉栋说，
初到来玉村，很多村民都表达了想改变
生活的迫切愿望。

“村里严重缺水，唯一的取水途径
是从半山腰不定期抽水蓄水，一到冬
季，基本无法取水了”“入村道路地势险
峻、进出不便影响产业发展”，村民们反
映的困难和问题，纷至沓来。

李玉栋意识到，面对种种生存挑
战、生态困境，来玉村传统生产生活方
式难以为继，整村易地扶贫搬迁势在
必行。

“来玉村整村搬迁的安排，村里一
直意见不统一。村两委虽然逐个做了
村民代表思想工作，但前期多次动员效
果不佳。”李玉栋在2018年1月17日的
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让村民搬到好地
方，后续能发展，当地对搬迁安置点的
选址提出多个方案，最后从5个备选点
中选择了海拔相对较低，人畜饮水、灌
溉用水方便的黄河岸边，“今天将与村

两委及村民代表再一次协商搬迁，我想
只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总会有收获
的”。

“今天，注定是来玉村历史上不平
凡的一天，也将是改变村民命运的一
天。”2018年1月17日，李玉栋的驻村
日记这样描述，“村民们一致同意搬迁，
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历时八个多月
的整村搬迁事宜终于有了眉目，这让我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019年 1月7日，来玉村99户农
牧民兴高采烈地入住新居。“看着崭新、
漂亮的新居，看着村民们洋溢着幸福的
笑脸，稍感有一点成就感，同时又一个
艰巨任务将要开始：后续产业选择和发
展将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李玉栋感
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从村民家中的樱桃树得到启发，李
玉栋四处奔走论证在村里种植樱桃的
可行性。“与村两委沟通后，很快写出了
《来玉村百亩樱桃产业园项目建议
书》。”在2019年5月9日的日记里，他
记录着自己推进樱桃产业发展的经历，

“分别与乡党委政府领导和企业沟通
后，建议书不断完善；功夫不负有心人，

既然有了切合实际的想法，就努力实施
吧”。

告别山区恶劣的居住条件，来玉村
村民在黄河岸边开垦出新的希望。
2020 年，尖扎县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1300万元，打造“黄河民宿第一村”，发
展来玉村特色产业，李玉栋设想的百亩
樱桃园也被纳入其中。儿童游乐园、彩
虹滑道、戏水游乐区、垂钓区……漫步黄
河岸边，来玉村未来的崭新面貌仿佛就
在眼前。

“2019年10月17日，天气晴，星期
四。贫困户积极填写退出贫困户申请，
标志着来玉村即将甩掉‘贫困村’的帽
子。”李玉栋如此记下来玉村脱贫摘帽
的特殊日子。他说：“这一天村民们朴
实的发言和笑容，将让我终生铭记。”

65岁的村民多杰在主动申请脱贫
摘帽时说：“我们贫困户不能一直躺在
扶贫政策里。该脱贫的时候就要主动
摘帽，以后靠我们的双手，一定能过上
更加幸福的生活。”

2020年11月，李玉栋被尖扎县政
府评为“脱贫攻坚优秀第一书记”。

接受记者采访时，李玉栋和村民们
正忙着种树。全村138亩后续产业用
地里，枣树、梨树、山楂、西梅、樱桃树等
果树，正春满枝头。

看着一棵棵刚栽下的果树，李玉栋
不禁感慨，易地搬迁不仅解决住得好的
问题，也将帮助群众过上更加富裕的日
子，“我的日记也会继续写下去，记录下
来玉村乡村振兴的更多动人瞬间。”

（新华社西宁4月13日电）

4月13日，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对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无视国内国际舆论的质疑和反对，日本
政府13日召开有关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排放将于约2
年后开始。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新华社东京4月13日电（记者
华义）无视国内国际舆论的质疑和
反对，日本政府13日召开有关内阁
会议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
百万吨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
大海，排放将于约2年后开始。

根据该会议决定，福岛第一核
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在排放
核污水时，水中所含氚的浓度将被
稀释到日本核电站废水氚排放国家
标准即每升水中氚活度6万贝克勒
尔的四十分之一以下，整个排放预
计于2041年至2051年福岛核电站
完成反应堆废除工作前结束。日本
政府表示，如果不改变核污水储存
罐占用核电站内大量土地的现状，
将可能给今后的废堆作业造成很大

障碍。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含

铯、锶、氚等多种放射性物质。日本
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称使用过滤设
备可过滤掉除氚以外的62种放射
性物质，而氚难以从水中清除。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截至
2020年6月，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
水中氚的总活度约860万亿贝克勒
尔，平均每升水约73万贝克勒尔。

受2011年发生的大地震及海
啸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
组堆芯熔毁。事故发生后，东京电
力公司持续向1至3号机组安全壳
内注水以冷却堆芯并回收污水，目
前已储存了125万吨核污水，且每
天新增140吨。东京电力公司称到

2022年秋现有储水罐将全部装满，
且无更多空地用于大量建设储水
罐。依据该公司计划，这些核污水
将从靠近海岸的储水罐中排放入
海。

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
长岸宏13日对日本政府的上述决
定感到“非常遗憾，难以容忍”，并
表示强烈抗议。日本最大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10日表
示，这是完全无视福岛民众的呼
声，不能接受。另据共同社12日报
道，多个市民团体12日向经济产业
省提交了共计约 6.4 万人“反对向
海洋排放核污水”的签名，这些签
名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88个国家
和地区。

日本政府无视反对声音决定排福岛核污水入海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
日电（记者 伍岳 董雪）
针对日本政府13日决定以
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
电站事故核废水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例
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
方不能对权威机构和专家
的意见充耳不闻，更不能罔
顾国际公共利益，将福岛核
废水往海里一倒了之。

他说，此前，国际原子
能机构专家组评估报告指
出，如果福岛核电站含氚
废水排入海洋，将对周边
国家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
造成影响，同时现有经过
处理的废水中仍含有其他
放射性核素，需进一步净
化处理。联合国原子能辐
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也
认为，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
水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需持续跟踪观察。德国海
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福岛
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
流，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
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
洋大半区域，10年后蔓延
全球海域。绿色和平组织
核专家指出，日核废水所含
碳14在数千年内都存在危
险，并可能造成基因损害。
4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
西就此表示，机构注意到各方对此事的
关切，理解此事正受到全球关注。机构
愿以公正、客观、科学的方式积极推进机
构对此的评估和监督工作，与各利益攸
关方加强沟通，努力避免此事进一步危
害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对于这些权威机构和专家的意见，
日方应予以诚实回应，而不能充耳不闻，
更不能罔顾国际公共利益，将福岛核废
水往海里一倒了之。”赵立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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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谢
希瑶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13日公
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以人口流入
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
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农
业转移人口、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住
房问题。

任务要求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
序有效融入城市，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
承载能力，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
式，提升城市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水平，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任务强调，着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
出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稳定
地价、房价和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
序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
策，合理调控租金水平。

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
入城市，任务提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
落户限制。推动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
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
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
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便
捷落户。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
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
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
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落户
政策要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
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我国将着力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从
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中小学组织开展“从小学党史 永远
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部署开
展系列教育活动，引导中小学生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

据了解，系列教育活动包括“图话
百年”宣传教育活动、“学习新思想，做
好接班人”阅读活动、“童心向党”班会
活动、“寻访红色足迹”红色教育实践活
动、“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活动、“开学
第一课”等。

其中，“图话百年”活动拟组织学生
通过“图说百年”小视频、“话说当年”文
章和“百年先锋”人物故事等内容开展党

史学习，引导学生汲取思想养分，播种理
想信念种子。“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
阅读活动将持续深入开展时事政策教
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童
心向党”班会活动要求各地各校要充分
利用各类专题教育资源，开展主题班会。

“寻访红色足迹”活动将组织学生
瞻仰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陈列馆、革命旧址等革命场
馆，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开学第一课”要求秋季开学后，各
地各校利用新生教育、入学教育的契
机，组织多种形式的开学教育活动，培
养学生对党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价
值认同，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心和决心。

教育部部署开展中小学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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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监

管企业外部董事队伍建设，兵团国

资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外部董

事。监管企业外部董事的岗位描

述、人选条件、报名时间、方式、入选

程序等相关事项，可登录兵团国资

委 网 站（http://gyzc.xjbt.gov.cn）

获悉。诚挚欢迎各位有志之士踊跃

报名！

联系人及电话：兵团国资委企业

领导人员管理处 李晓燕、罗洋，

0991-2896344。

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招聘监管企业外部董事公告

扶贫日记中的“小康步伐”
——来自青海来玉村的一线报道

●新华社记者 顾玲 白玛央措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周
圆）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
进一步做好新冠病毒疫苗货物运输组
织和服务保障工作。通知明确，在符合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情况下，对持
有统一编码调运单的合法疫苗货物道
路运输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不得随
意拦截和查扣。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会同当地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推动
骨干医药冷链道路运输企业主动与重点
疫苗生产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形成
运输组织协作机制；会同铁路、民航等部
门指导疫苗冷链物流骨干企业，进一步

拓展运输服务网络，增加对中西部地区
的服务覆盖面；研究完善公铁、公航联运
和海峡等水域疫苗运输车辆滚装运输措
施，发挥多式联运的组合效率。

通知明确，各地药监部门要会同卫
生健康等部门依法督促疫苗上市许可
持有人、生产企业和配送单位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落实质量管理责
任，对国内使用疫苗制剂进行信息化追
溯，确保疫苗道路运输全过程处于规定
的温度环境，严格落实疫苗配送单位不
随意转包运输等要求。同时，针对运输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紧急情况，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协调机制，确
保响应及时、信息畅通、处置有效。

六部门印发通知全力保障新冠疫苗货物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