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隆平推出“袁梦计划”3年
种植耐盐碱地水稻20万亩

据新华社三亚1月13日电“好吃好吃……”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13日在三亚端着刚刚出锅的“袁蒙大米”吃了起来，连说多
个“好吃”。记者与一众参会嘉宾也品尝了这款耐盐碱地水稻大
米，口感获得众人称赞。

13日，正在三亚工作的袁隆平，在工作间隙与阿里巴巴数字农
业事业部推出“袁梦计划”，未来3年，在内蒙古兴安盟合作开发耐盐
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让当地水稻种植户收入实现翻番。此前，袁
隆平团队在内蒙古兴安盟试种的1000亩耐盐碱地水稻大米，已上线
阿里巴巴平台，袁隆平亲自为大米起名“袁蒙大米”，意为“圆梦”。

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两大梦想众所皆知：一是“水
稻比人高，禾下可乘凉”，即水稻亩产过 1000公斤，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二是“杂交水稻覆全球”，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

袁隆平13日在三亚“袁梦计划”现场表示，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是
他的第3个梦想，这一技术既可改良盐碱地和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
又可为沙漠地区的贫困人口解决口粮问题，并实现种植户收入翻番。

据了解，我国盐碱地总面积数亿亩，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
东北和滨海地区。袁隆平院士的耐盐碱地水稻技术，目前已在内
蒙古、山东和新疆小范围试种。

根据双方此前约定，袁隆平院士站负责种植技术推广，阿里
巴巴负责科技农场搭建和产供销体系打通。

2019年 9月，内蒙古兴安盟1000亩盐碱地水稻基地完成试种
测产，平均亩产达508.8公斤。该基地PH值接近9，盐度高于千分
之六，属于寸草难生之地。如今，这里不仅长出了水稻，试种结果还
大大超过了袁隆平提出的盐碱地亩产300公斤以上的目标。

1月11日，游客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死
亡谷观赏风景。

位于美国加州东
部的死亡谷属于莫哈
韦沙漠的一部分，是美
国最大、也是最干旱的
国家公园。死亡谷恶
水盆地附近的地势低
于海平面约86米，为
北美洲最低点。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1月 12日，牧民在锡林
郭勒盟锡林浩特郊区雪原上
放牧。

冬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
草原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景
色壮美。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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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我国有将近
2.5 亿的老年人口，面临全球规模最大、速
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程。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田世宏 13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近日出台发布，这是我国
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也是养老服务质量的底线要求。

据介绍，这一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基
本要求、安全风险评估、服务防护和管理要
求。其中，基本要求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应
当符合消防、卫生与健康、环境保护、食品药

品、建筑、设施设备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及要
求。同时，对养老护理员培训、建立昼夜巡查
和交接班制度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部分明确了老年人入住
养老机构前应当进行服务安全风险评估及
评估的相关要求，这是精准做好养老机构
安全防范的第一关；服务防范部分明确了
养老机构内预防和处置噎食、压疮、坠床、
烫伤、跌倒、走失、他伤和自伤、食品药品误
食、文体活动意外等九种服务风险的相关
要求，是目前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容易受到
人身伤害、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九种情形。

标准中提出的预防和处置措施都是经
过基层长期实践、广泛验证的有效措施，养
老机构只要高度重视、规范化操作就能大幅
度降低管理中的风险。管理要求部分明确
了养老机构要做好应急预案、评价与改进、
安全教育等工作，以便于不断提高服务安全
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持续性改进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目前，全国
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的框
架已初步形成。为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
构充分做好准备，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规
定了两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民政部将分

类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对条件比
较好的养老机构鼓励率先达标，对条件差
一点的养老机构要督促、甚至给一些倾斜
政策，尽快补上短板。

田世宏介绍，为顺应人们对养老服务
的新期待，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居家养老和
社区养老服务、长期照护服务、智慧健康
养老等急需标准制定；开展养老服务标准
化试点专项行动，以试点带动行业整体服
务水平显著提升；探索推进中国标准“走
出去”，加强国际养老标准跟踪研究和国
际合作交流。

我国首个养老服务
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布

银保监会：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13日表示，
2019年银保监会加强金融监管，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妥善处置重点
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

黄洪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19年银行业加大
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处置不良贷款约2万亿元，商业银行逾期
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资产管理。三年来影子银行规模较
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严
厉查处银行保险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
下降3.3个百分点。

整治金融市场乱象方面，据介绍，银保监会全年处罚银行保险
机构2849家次，处罚责任人员3496人次，罚没合计14.5亿元。治
理网络借贷风险方面，2019年末全国实际运营网贷机构248家，较
年初下降76％，机构数量、借贷余额及参与人数连续18个月下降。

黄洪表示，银保监会将继续做好风险防控工作，稳妥处置高风
险机构、继续拆解影子银行、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有效防范化解外
部冲击风险等，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崔荣利：只身与歹徒殊死搏斗
据新华社哈尔滨1月13日电 在核查一起特大绑架案件

过程中，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西林派出所原所长崔荣利突遭 5
名持枪、持刀歹徒袭击。在战友中弹牺牲的情况下，他只身
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身中17刀壮烈牺牲。

崔荣利，1953年生，牺牲前任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分局
西林派出所所长。1981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崔荣利长期战
斗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先后任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
警、向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西林派出所所长等职。从警
20年，他侦破了 500余起大案要案，数次荣记个人二、三等
功，4次获个人嘉奖。

2001年 11月 7日，一男子到西林派出所报案，称其叔叔
打电话要他筹集100万元，怀疑被人敲诈。

崔荣利立即向上级汇报，市公安局 4名民警赶到协助调
查。在报案人指引下，崔荣利、西林派出所副所长丁大成及
民警们来到一居民楼。部署好楼下的警戒任务后，崔荣利等
人敲开了报案人叔叔家的房门。

就在报案人向其叔叔介绍进屋的崔荣利、丁大成为警察时，
从两侧居室冲出 5名持枪、持刀歹徒，疯狂袭击崔荣利、丁大
成。丁大成开枪击倒一名歹徒后，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崔荣利身
中4刀仍与歹徒殊死搏斗，将一歹徒手指折断。歹徒夺门欲逃，
被门外刑警迎击，关闭房门退回室内。歹徒向重伤倒地的崔荣
利连刺几刀逼问外面警力部署情况，崔荣利视死如归，坚决不吐
露任何信息。丧心病狂的歹徒连刺数刀，致其壮烈牺牲。

警方迅速调动警力紧急处置，2名歹徒被击毙，3名被抓
获。经查，这起特大绑架勒索案，因为崔荣利、丁大成等民警
的英勇无畏和壮烈牺牲，被劫持的人质安然无恙。据法医检
验，崔荣利身中17处深度刀伤，其中前胸致命4刀。

崔荣利原同事、现任汤原县公安局局长陈铭说，崔荣利
为人朴实，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中。面对危险，他总是
英勇无畏、毫不退缩，直面歹徒的枪口和尖刀，越是关键时刻
越挺身而出。

崔荣利牺牲后，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2002年2月8日，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制裁
中方实体的错误做法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

裁且制裁涉及中方实体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日表示，中伊
两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开展互利友好合作，合理合法，也不损害第
三方的利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他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制裁中方
实体的错误做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宣布对伊朗的8名高官实
施新一轮的制裁。制裁还涉及中方实体。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
否会继续与伊朗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耿爽说，中方的原则立场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中方
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中方认为动辄使用制裁
和以制裁相威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在处理国家
关系时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应当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分歧。

耿爽表示，中方呼吁，各方尊重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坚持政
治解决的大方向，以实际行动推动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实现降温、
走向缓和，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针对美方宣布的制裁也包括中方实体一事，耿爽说，长期以
来，中伊两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在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友好合作，
合理合法，也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我们敦
促美方立即停止制裁中方实体的错误做法，我们也将坚定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他说。

英德领导人通电话
重申维护伊核协议

新华社伦敦1月12日电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德国
总理默克尔 12日表示，两国致力于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的承诺不变。

据英国媒体报道，两国领导人当日通电话时表示，确保伊
朗不拥有核武器符合英德两国利益。双方重申将继续致力于
维护伊核协议。两人还讨论了利比亚局势，强调通过对话缓
解紧张局势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联合国主导的解决利比亚
危机进程。

利比亚对立双方相互
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新华社突尼斯1月13日电 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民族

团结政府与利比亚东部武装力量“国民军”12日互相指责对方
在首都的黎波里南部违反了相关停火协议。

民族团结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停火协议生效后
的几分钟内，“国民军”就在的黎波里南部萨拉赫·阿丁和瓦
迪·拉比两个地区违反停火协议。“国民军”则发表声明表示，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在的黎波里南部违反停火协议 30
余次。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罗伯特·奥布莱恩说，美国方面已经
和朝鲜方面接触，寻求恢复对话。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12 日刊
载对奥布莱恩的访谈。他说，美方
已经让朝方知晓，美方愿意继续去
年 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
开的工作磋商。

奥布莱恩告诉这家媒体：“我
们经由多个渠道让他们知道，我们
愿意让那些（对话）重回轨道。”

按他的说法，朝方没有送出
“圣诞礼物”是个“积极”迹象。

朝鲜和美国政府代表去年 10
月 5 日在斯德哥尔摩市郊利丁厄

岛一座会议中心会晤，持续 8个半
小时。那是朝美谈判停滞 7 个多
月以后双方首次正式谈判。就那
次磋商，双方评价各异。朝方指
认美方“空手而来”，美方说磋商

“不错”。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迄今会面三
次，没有就半岛无核化取得实质性
进展，双方对话陷入僵局。朝方多
次就朝美关系和双方重启磋商问
题表态，说美方必须首先取消对朝
敌视政策，拿出朝方认可的新方
案，同时把去年年底设为“最后期
限”，警告送出一份“圣诞礼物”。

朝鲜外务省顾问金桂冠 11日
确认，朝方收到特朗普的亲笔信及
对金正恩的生日祝福，但朝鲜无意
与美国恢复对话，除非美方接受朝
方所提“全部条件”。

金桂冠说，金正恩“与特朗普
总统私交不错”，但“只是个人感
情”，不会用私交“处理国事”，期待
双方良好的私交能让朝鲜回归与
美国对话是“愚蠢想法”。

按金桂冠的说法，“可能存在
可能性”恢复对话，但美方必须“完
全接受”朝方所提条件，“只是，我
们清楚，美国没有那样的准备，也
不会那样做”。 新华社专特稿

美方称寻求回归美朝对话

加拿大政府12日确认，伊朗方
面已经批准11人组成的加方团队赴
伊朗参加乌航客机坠毁事件调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 8
日将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
机误作“敌机”击落，伊朗政府为这
一“人为错误”道歉并承诺担负责
任。客机所载 176 人全部遇难；
138 名乘客准备在乌克兰首都基
辅转机前往加拿大，其中 57 人是
持加拿大护照的伊朗裔乘客，包括
年轻学生和儿童。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说，加
方 3名“快速部署队”官员已于 11
日抵达伊朗，设立行动基地；伊朗
方面随后批准另外 8 名加方官员
签证，大部分已在土耳其首都安卡

拉待命，定于 13日赴伊。“整个团
队预期在1月 14日以前全部到位，
着手处理他们承担的重要任务。”

加 方 赴 伊 团 队 包 括 领 事 官
员和交通安全委员会的两名技
术 专 家 。 交 通 安 全 委 员 会 说 ，

“一旦确认在何时、何地”下载和
分析失事客机“黑匣子”数据，它
将派出另一组技术专家参与调
查。伊朗方面没有提取坠毁客
机“黑匣子”数据的技术条件；伊
朗民航部门 11 日说，准备将黑
匣子送至法国分析。

加拿大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
外交关系。2012年 9月，加拿大时
任总理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
政府突然宣布关闭驻德黑兰使馆，

驱逐伊朗驻加外交人员，中止和伊
朗外交关系，理由是伊朗推进核计
划、反以色列和向叙利亚政府输送
武器。双方关系至今没有恢复。

在加拿大几座大城市的伊朗移
民聚居区，数千民众参加12日为加
籍伊朗裔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
加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出席艾伯塔省
埃德蒙顿市伊朗裔居民社区的悼念
活动。坠机遇难者中近30人出自这
一社区，大约2300人出席活动。

特鲁多说，这是“全加拿大的
悲剧”。他说：“这场悲剧原本不应
发生，我们会坚持不懈追寻答案。
我们绝不放弃，直至正义得到伸
张、责任人受到追究。”

据新华社专特稿

加拿大调查组赴伊朗“追寻答案”

·

巴基斯坦一法院裁定
判穆沙拉夫死刑的特别法庭违宪

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3日电 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
13日裁定，判处前总统穆沙拉夫死刑的特别法庭的组成违反
宪法。

2019年 12月 17日，巴基斯坦负责审理穆沙拉夫案的特
别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穆沙拉夫死刑。穆沙拉夫随后向拉合尔
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该特别法庭违反宪法和法律，没有审
判权，要求拉合尔高等法院裁定死刑判决无效。

针对穆沙拉夫的上诉，拉合尔高等法院裁定，特别法庭的
组成没有获得足够授权，对穆沙拉夫的审判与法律不符。

尽管拉合尔高等法院尚未就特别法庭死刑判决的有效性
作出裁定，但穆沙拉夫的律师表示，死刑判决显然是无效的，
因为作出这一判决的特别法庭已经被认定违反宪法。

穆沙拉夫对拉合尔高等法院的裁定表示欢迎。他说：“我
对这一裁定感到非常高兴。（拉合尔）高等法院依据宪法和法
律作出了裁定。”

2007年 11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兼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
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解除近 60 名法官职务，此举涉嫌违
宪。2008年 8月，穆沙拉夫迫于多方压力辞去总统职务，此后
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伦敦和阿联酋迪拜。2013年 3月，穆沙
拉夫回国打算参加大选，但是被法院禁止。同年11月，巴基斯
坦启动对穆沙拉夫叛国罪指控的诉讼程序，并成立由三名法
官组成的特别法庭。2016年 3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同意穆
沙拉夫出国就医。

冬日草原景色壮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