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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
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
型升级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
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
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
科技支撑，推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
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产，
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
度，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保障种猪、仔

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持续加强非洲猪
瘟防控，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完善市场调
控机制。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大力
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
场（户）发展，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
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生猪主
产区支持力度。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
系，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
测和动物检疫，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
设。要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加快屠宰
行业提挡升级，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
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障。
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猪政策
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
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鼓励地方继续
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创新金

融信贷产品，探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
舍、大型养殖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
二是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
地政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
消 15 亩上限，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
需要。三是强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
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研究修订
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健全生猪产业
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依法
查处生猪养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
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对
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
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加大工作
力度，
抓好工作落实。各省（区、市）要在今
年年底前，
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国务院。

9月20日起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 孙少
龙）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 月 20 日起，机动
车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
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后无需
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在 10 日 召 开 的 公 安 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公 安 部 交 通 管 理 局 局 长 李 江 平 介
绍 ，今 年 上 半 年 ，公 安 部 推 进 在 机 动 车
销售企业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发放临
时行驶车号牌等措施，购车群众领取临
牌后即可上路行驶。新政实施以来，交

通管理服务站共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
230 多万副。
据了解，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上牌一
站办结的同时，还将查验、审核工作前置
化，实现销售前车辆预查验、资料预审核、
信息预录入。群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
当场领取行驶证、登记证书、临时号牌，正
式号牌邮寄到家，变多个环节为一个环
节，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候时间，实现登记
上牌更高效、更优体验。
据李江平介绍，该措施将自今年 9 月

生态中国·
塞上江南沙水依

20 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
计划单列市等大中城市率先推行，年底前
在全国全面推行，逐步增加机动车销售企
业代办网点数量，
实现服务全覆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除购车上牌
一站办结外，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
快办、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等便捷
快办服务以及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
网上转递、
“ 两个教育”网上学习、交通事
故多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等网上交管服
务也将于 9 月 20 日起推行。

宁夏位于中国西北部，既有江南水
乡的秀丽，又有北国风光的雄浑，被誉
为“塞上江南”。作为西北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它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
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宁夏被沙漠三面环绕，面临着严峻
的土地沙化和荒漠化问题。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宁夏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
和沙化、荒漠化、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
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新宁夏。
昔日的漫漫黄沙变成如今的绿树成荫、
沙水相依，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沙
漠化逆转的省区。
“天下黄河富宁夏”。在黄河水滋
养下，贺兰山下风沙肆虐的荒滩变成了
欣欣向荣的绿洲。一批批西海固移民
走出大山，奔向小康。
“ 高原绿岛”六盘
山从苍凉走向美丽，
从贫困走向富裕。
9 月 10 日至 12 日，北京世园会举
行“宁夏日”活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
图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青铜峡市的黄河楼（2018 年 6 月 26 日无
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启航开赴南极
新华社南京 9 月 9 日电（记者 刘宇
轩）9 日 8 时，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格雷
格·莫蒂默”号从江苏招商工业海门基地 1
号码头正式启航，前往阿根廷南部小城乌
斯怀亚，
整顿准备后，开启南极首航之旅。
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由招商工业集
团建造，6 日正式交付，命名为“格雷格·莫

蒂默”号。启航后，邮轮将途经新加坡、南
非好望角，再越过大西洋到达有“世界尽
头”
之称的阿根廷乌斯怀亚，
预计 10 月底抵
达南极地区，
开启为期约两周的探险之旅。
“格雷格·莫蒂默”号克服了薄板焊接
变形、安全返港、复杂协同作业等一百多
项技术难题，集娱乐、休闲、美食、海洋探

险、水上运动等功能于一体。邮轮可承载
254 人，乘客可随船体验皮划艇登岛、雪地
穿梭、极地露营等探险项目。
目前，招商工业海门基地已承接 7 艘
极地邮轮订单，订单数位居行业前列。9
日上午，招商工业员工代表等 100 余人在
码头为
“格雷格·莫蒂默”
号启航送行。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2.8%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
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8%，
涨幅与上月相同。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
降。8月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7.3%，
影响CPI
上涨约2.14个百分点。其中，
畜肉类价格同比上涨
30.9%，
影响 CPI 上涨约 1.31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
涨 46.7%，
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点）；
鲜果价
格上涨 24%，
禽肉类价格上涨 9.6%，
鸡蛋价格上涨
3.8%。此外，
鲜菜价格下降 0.8%，
为同比连续上涨
18个月后首次转降。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
其他用品
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4.7%、
2.3%和2.1%，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
别上涨1.6%、
1%和0.7%；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2.3%。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 月份，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8%，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今年中秋月
系年中
“最小满月”
娇小玲珑惹人爱
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记者 周润健）一年中
秋至，
又见圆月时。今年的中秋月依然是
“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
。天文专家介绍，
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
离影响，
14日的最圆月（也称
“满月”
）是今年内的
“最
小满月”
，
娇小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二者之间的
距离并不恒定。据计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
距离约 38.4 万公里，最近约 35.6 万公里，最远约
40.6 万公里。由于月地距离不一样，地球上人们
眼中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分，
“ 大月亮”和“小
月亮”两者视直径相差八分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
志成介绍，
根据天文精确测算，
今年的中秋月最圆
时刻出现在 14 日 12 时 33 分。由于月亮绕地球的
轨道是椭圆的，
因此每绕一周都各有一次远地点和
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地点的时间为 13 日 21 时
32 分，
此时月地之间的距离约 40.6 万公里，
是全年
当中月球距离地球最远的一刻，
此时月亮的视直径
最小。因此，
今年的中秋月比其他年份的中秋月看
上去明显
“瘦身”
一些。
史志成表示，
虽然今年的中秋月偏
“小”
一些，
但不会影响到人们的赏月之情，相反由于娇小玲
珑，
看上去反而更加迷人，
惹人怜爱。

中国移动启动
“5G进高校”
活动

新华社武汉 9 月 10 日电（记者 王贤）4G 手机
能够体验到 5G 吗？5G 手机终端长什么样？5G 到
底有多快？……中国移动“5G 进高校”首场活动 8
日在武汉大学举行，5G 展览展示、互动体验、主题
讲座等让高校师生近距离感受5G带来的惊喜。
即日起至 10 月，中国移动将陆续走进武汉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七所知名高校，为广
大高校师生带来一场 5G 科技盛宴。
在武汉大学活动现场，除了 5G 专家现场讲授
5G 关键技术、5G 建设进展、5G 行业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趋势等课程外，中国移动还带来了众
多 5G 高新科技的现场展示与互动体验，包括 5G
手机终端、360 全景摄像机、AR 魔镜、AR 眼镜、
VR360 度全景直播、机械臂、5G 智能机器人等。
目前，
中国移动已在湖北建设 5G 基站 1500 余
个，其中省内 70 余所高校将陆续安装并开通 300
余个 5G 站点。武汉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南民族
大学等7所高校已经覆盖了5G信号。
湖北移动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 5G 网络覆盖工
作全面完成，
5G 智慧校园应用项目将逐步落地，
届
时 5G 新技术将与教学教研、
校园管理深度融合，
打
造场景化、
沉浸式、
互动式的智慧校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