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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性的盛会，也是拼搏奋斗
的新起点。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作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征程上经济社
会发展定向指路、凝心聚力。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发展的行动蓝图。贯彻落实
全国两会精神，说到底就是要真抓实
干、务求实效，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和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化
为现实。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踏上新征
程，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必须心怀

“国之大者”，进一步弘扬实干精神，不
断强化抓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奋
力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天下事，起于易，成于细。再美好
的蓝图，不能落细落实，也会变成一纸
空文。从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到实
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从推动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到切实增进民生
福祉，两会作出的工作部署涵盖各个领
域、事关方方面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立
足实际，细化落实方案，拿出任务清单，
明确落实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到实
处。要强化执行力，着力化解“中梗
阻”，打通“最后一公里”，让好政策取得
好效果。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
遵循发展规律办事，处理好发展和安
全、当前与长远、一域与全局等关系，推
动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化蓝图为现实，干部作风至关重
要。作风好不好，关键看干事实不实。
要扭住问题不放松，针对阻碍高质量发
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
点问题，敢于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接“烫
手的山芋”、挑“最重的担子”，当好改革
发展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征途漫漫，惟
有奋斗。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为民服务孺
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的精神，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开拓进取、奋
发有为，定能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交
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答卷。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博
物馆，有一幅版画，题为《第一道脚印》。画
面里，乌云低沉，垦荒勘测队的几位战士扛
着设备，拄着木棍，行进在茫茫雪原，身后
留下一行行脚印。

这里，曾是苦寒蛮荒之地。北大荒的
拓荒史，始于先驱者的第一道脚印。

挺进！挺进！向荒原挺进！
为了开发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十万复

转官兵奔赴北大荒，揭开了人类垦荒史上
的壮丽篇章。

北大荒的沧桑巨变了不起！一代又一
代北大荒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

昔日的亘古荒原，如今已变成我国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正努力打造“农业
领域航母”。

挺进，向亘古荒原开战

今年91岁的老党员王在邦，曾作为一
名解放军战士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
式。第二年，他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958年4月，王在邦带着妻子坐了三天三
夜的火车，来到黑龙江边陲小城密山，开发
北大荒。

和王在邦一样的几万名复转官兵，当
年吹响了开发北大荒的“集结号”，10万名
官兵扛着红旗，挑着行李，穿过山林，越过
沼泽，直插北大荒腹地。

时间回溯到1954年6月，王震将军来
到黑龙江省汤原县，看望正在施工的铁道
兵战士。当看到官兵们垦荒收获的粮食、
蔬菜后，王震有了把大批复转军人留在黑
龙江“办农场，为国家多产粮食”的想法。

王震将军找到当时的铁道兵副师长余
友清，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余友清就背了一
个小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去踏查。他们在
蒿草丛生、野狼出没、沼泽遍布的北大荒腹
地，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1955年1月，铁道兵部队的第一个农
场——八五〇农场成立。

短短两年时间，铁道兵多个师的复转
官兵1.7万多人挥师北上，先后创建了八五
二、八五三、八五四等12个八字头农场。

曾参加过西南剿匪、抗美援朝的李胜
清，1958年来到八五〇农场。刚站稳脚
跟，1959年初，李胜清就把远在河南老家
的父母、妻子、兄弟以及岳父母接来，和他
一起开发建设北大荒。如今，李胜清一家
在北大荒已有4代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两
个女儿，都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

八五〇农场的建设，为复转官兵开发
北大荒提供了经验，一批又一批官兵向荒
原发起集团式进军。1958年，北大荒迎来
开发高潮，当年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

开发，向广袤黑土地要粮

八五〇农场第一管理区第一作业站
——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当
时这里一片沼泽，野兽出没，风雪肆虐，荒

草齐腰高。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摆放着当

年使用的犁具、锄头。该馆馆长丁军说，当
时没有农具，复转官兵就从日寇遗留的地
下工事里捡来炮弹皮、废铜烂铁等，自制农
具。

1955年5月，大地解冻，官兵们迎来
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一些低洼地还有冰
碴，牲口在里面抬不起蹄，一步一趔趄。余
友清提出人拉犁，年近半百的他跳进泥浆
里，带头拉犁开荒。

两天下来，余友清感到用50人拉一台
犁，效率太低，他改装犁具，改进拉犁方式，
用20人拉，后来改为12人或8人拉。就这
样，开荒早期，靠人拉犁唤醒了沉睡千年的
黑土地。

在余友清带领下，官兵们第一年就开
出了14.45万亩荒地，做到了“当年开荒、
当年生产、当年收益”。

王在邦回忆起当时的生产场景，那真
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

锁头把门，烟囱站岗”。
“但我依然不后悔，我骄傲，我是北大

荒人。”老人说起那段岁月，依然激情澎
湃。

今年105岁的郭德福老人，1955年10
月来到北大荒，曾担任八五〇农场的生产
队队长。他说，当时苗出来后，没几天杂草
就封垄了，草比苗高，在苗长成期间，战士
们需要一遍遍用手拔、用锄头锄去杂草。
这对拿惯枪支的战士们来说，需要巨大的
耐心。

1956年5月，八五〇农场派副场长黄
振荣前往南横林子创建八五二农场。他带
队当年开荒20万亩，这个农场成为当时规
模最大的铁道兵农场。

向荒原要粮何其艰难。黄振荣的儿子
黄黎听母亲讲述了一件事：一天，黄振荣接
到指挥部通知，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
寒，走了50多公里，连夜赶回场部开会，脚
指甲生生冻掉了9个。

“洗脚的时候，我母亲看见父亲的脚血

肉模糊，都是肿的，脚上还粘着一块破布，
撕都撕不下来。”黄黎说。

如今，在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
地方，当地建起了纪念雕塑。八五〇农场
场长王洪斌说，这个地方如今建成了全国
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粮食亩产
从当年的100多斤提高到1200多斤。

2020年，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粮
食播种面积4330万亩，粮食调出量405.5
亿斤，占全国20%，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实
的“中华大粮仓”。

改革，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北大荒不仅为祖国生产粮食，还缔造
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的北大荒精神。新时代，北大荒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垦改革中，发挥着
引领示范作用。

正值备耕之际，八五四农场种粮大户
吴进堂开始检修农机。1998年他承包了
3000多亩耕地，现已发展到1万亩。吴进
堂说，第一代北大荒人浴血奋战，为今天的

“中华大粮仓”奠定了坚实基础，要继承北
大荒精神，发展绿色农业，让农产品更绿，
品质更优。

北大荒第二代、王在邦的儿子王伟，如
今是八五〇农场一家生物肥企业的董事
长。他说，正是老一辈北大荒人的艰苦奋
斗、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激励着自己二次
创业。

新一代北大荒人正奋发努力，为北大
荒农业现代化贡献着力量。

种植大户“80后”袁志欣说：“如今收割
机装上北斗导航，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
作业，一天一夜可以收割2000多亩地。”

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公司总经理刘广
润说，经过60多年的艰苦创业，从第一个
军垦农场八五〇农场到如今15个农场，牡
丹江分公司耕地面积已达672.5万亩。无
论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还是在改革大潮
中破浪前行，军垦精神始终是牡丹江分公
司代代传承的根与魂。

北大荒立足现代农业，努力打造“农业
领域航母”的同时，一场深化农垦改革的战
役也在攻坚。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
意见》，北大荒迎来转型发展新契机。

去年底，黑龙江农垦改革收官。北大
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说，经过5
年的“钢牙啃硬骨头”，黑龙江垦区集团化、
农场企业化改革主体工程全面完成，实现
了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社企分开目标。

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正加速释放。
2020年，北大荒集团实现利润总额13.1亿
元，比上年增长329.4%。“北大荒”品牌价
值突破千亿元，并进入“世界品牌500强”
行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北大荒再出发。
亘古黑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新华社哈尔滨3月17日电

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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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17日启动全
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对2013年以来毁林问题进行全面清理
排查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维护森
林资源管理秩序，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专项行动于3月至12月集
中开展，全面清查非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滥砍盗伐林木、违
规拆分审核（批）、临时用地逾期使用、违规调整和破坏国家级
公益林等问题；重点排查生态区位重要、涉案林地林木数量大、
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的案件；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
出台的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法违规情形。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地要将专项行动和森林督查有机结合
起来，充分利用森林督查已经建立起来的管理和技术体系，制
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运用卫星遥感、群众举报、媒体监
督等举措，全面开展自查自纠。要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国有林场等生态区位重要、敏感、脆弱地区作为重点排
查区域，把涉案数量大、顶风作案、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大案
要案作为重点整治对象进行查处。要对近3年的森林督查进
行深入“回头看”，切实解决自查弄虚作假和整改不及时、不到
位问题。要联合自然资源、公检法等部门力量，综合运用通报、
约谈、曝光等措施，按照“案件查处、林地回收、追责问责”三个
到位原则，全力推动问题整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他强调，各地要通过专项行动，清存量、遏增量、破难题、建
机制，不断提升林业治理现代化水平。通过依法严肃处理涉林
违法违规问题，以查示警，强化管理。建立严格的问题排查机
制，确保排查结果真实准确。积极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避
免简单化、“一刀切”。同时，持续开展森林督查，努力提高预
警、发现和查处能力。国家林草局将按照《关于全面推行林长
制的意见》，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查处整改成效作为林长制督
导考核的重要内容。

专项行动启动！

我国将全面清查
毁林开垦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
银保监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
款，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指出，近期，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
和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进行诱导性营销，发放针对在校大学生
的互联网消费贷款，引诱大学生过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大学
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贷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
验，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
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
款。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风
险管理，严格落实大学生第二还款来源，规范催收行为，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所有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信贷信息都要及时、
完整、准确报送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通知明确，对于已发放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小额贷
款公司要制定整改计划，已放贷款原则上不进行展期，逐步消
化存量业务，严禁违规新增业务。

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银保监会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
门做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积极开展违规业务的排查整改，坚
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学生的现象，切实维护学生
合法权益。

国家明确禁止！

小贷公司不得向大学生
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复转官兵在北大荒垦荒耕种复转官兵在北大荒垦荒耕种（（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农机在黑龙江垦区一农场的稻田中收获水稻农机在黑龙江垦区一农场的稻田中收获水稻。。 新华社新华社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变身“铲屎官”“遛
狗达人”，在家里饲养宠物，为生活增添趣
味。这些宠物主人心甘情愿为宠物的衣食
住行、吃喝玩乐买单，也让宠物学校、宠物摄
影、宠物美容等新兴行业应运而生。

随着宠物行业产业链逐渐完整，宠物的
“身后事”——殡葬也成为关键一环。但是记
者调查发现，部分宠物主人缺乏相关意识或
条件有限，随意抛弃宠物尸体等现象时有发
生；宠物殡葬行业仍存在较多问题，尚未形成
健康有序的经营秩序，亟待各方治理规范。

宠物殡葬问题引关注

近年来，宠物经济愈发火热。《2020年
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数据显
示，2020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突破1亿
只大关，达到10084万只，消费市场规模也
达到2065亿元。其中，二线城市宠物主人
占比41.8%，是宠物主人分布最多的城市。

宠物的寿命大多只有十几年，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饲养宠物，宠物死后如何处理
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而养宠人士们的做法
却千差万别。

“我用塑料袋包好就直接扔垃圾桶里
了”“我把它装在纸箱子里，放在水上漂，漂
一会儿就沉了”“我在家附近的公园里直接
埋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加工、随意
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应当做好病
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或者委
托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处理。

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博士胥辉豪表示，
从医学层面而言，死亡后的宠物身上可能仍
含有较多的病原体，在短时间内不易死亡。
如果感染传染病而导致死亡的宠物，其体液
还可能传染其他动物，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
染。

对于正常死亡的宠物，宠物主人的正确
殡葬方式应为火化或深埋。深埋需要有一
定标准，挖的坑为1.5米深，且上下两层要铺
石灰，并且深埋地需要远离水源。相对而
言，宠物火化是更为安全、环保的殡葬方式。

灰色地带中的失序市场

宠物数量突破1亿只大关，作为下游的
宠物殡葬市场自然也应形成。目前，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已有合法机构和有关管理
部门专门从事和监管相关行业。但是，对于
大多数城市来说，宠物殡葬仍然属于灰色地
带，在行业管理、市场运作等方面存在诸多
问题。

——经营“不正规”，被举报成常态。一
家位于某二线城市的宠物殡葬服务商张辉表
示，目前，宠物殡葬处于“灰色地带”。尽管市
场有需求，但是还没有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法
规，也找不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去登记注册。

“我开店以来找过很多部门，想申请一
个营业执照，但是各个部门都说没有相关规
定，管不了这个事。”张辉说，由于没有相关
执照，他的店经常遭到别人举报。

“有的是附近居民，认为宠物殡葬晦
气；有的则是恶意竞争的同行。”张辉说，他
所经营的宠物殡葬场所因此已经搬了好几

个地方。
——行业无标准，经营不透

明。由于缺乏监管，大部分地区的
宠物殡葬行业处于鱼龙混杂状态。

相关从业者透露，部分宠物殡
葬服务商仅仅是看中了这块市场，
只以牟利为目的，并不尊重宠物。有的服务
商直接将遗体丢弃或者卖掉，拿其他骨灰充
数；有的则用垃圾焚烧炉、柴火或者煤炭直接
焚烧……由于宠物殡葬场所大多距离城区较
远，不少宠物殡葬服务商常以此为理由，拒绝
宠物主人实地观看殡葬过程。

——花式服务，定价混乱。记者通过走
访发现，市面上对宠物殡葬的服务项目包括
接送尸体、安乐死、洗澡、火化、土葬、树葬、
制作生命纪念品、举行仪式等，往往一套下
来费用可以高达数千元。而记者致电上海
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火化
宠物，不论大小，均只收取30元处理费。

一位宠物主人告诉记者，她曾因为宠物
殡葬价格太高，最后不得不选择自行处理，
在小区里将宠物猫就地掩埋。另一位养宠
达人沈先生表示，宠物殡葬服务商正是凭借
主人对宠物的喜爱，才可以在火化和连带服
务中谋取高额利润。尽管有的宠物主人知
道价格偏贵，但是出于对宠物的喜爱和不
舍，也会希望多付钱，让它体面地离开。

法规待健全 行业待规范

宠物殡葬服务商沈力告诉记者，虽然现
在养宠主力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但是受经济
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这些城市仍然

缺乏宠物相关领域的规范性管理条例。
目前，不少国家都通过了对宠物尸体处

理的相应规定，来控制尸体对环境的污染。
但在我国，动物由畜牧部门负责，殡葬由民
政部门负责，宠物殡葬处于“两不管”状态。
而对于想要申请执照的宠物殡葬服务商来
说，还需要和环保、工商等多个部门沟通交
涉。不仅手续复杂，而且往往忙活半天，证
件也不一定能办下来。

胥辉豪表示，这一空白也导致众多从业
机构在无资质运营。宠物殡葬的主要服务
方式为土葬和火葬，前者需要相对隔离、远
离居民和水源的荒凉土地，但无法做到严格
意义上的深挖、深埋以及无害化处理；宠物
火葬需要利用火化炉，但是目前对购买火化
炉手续的审查比较严格，且只能用于火化人
的遗体，服务商只能根据需求自己制作。

“宠物殡葬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
是否有相关法规规定宠物尸体的处理。只
有出台针对宠物殡葬的相关政策法规，完善
宠物尸体处理报告制度，对宠物尸体的最终
去向进行跟踪管理与法律约束，才能给宠物
殡葬产业一个合法的市场。”胥辉豪说。

此外，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宠物殡葬
市场的监管，引导其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向收费合理、利于生态的方向发展，杜绝市
场乱象。 据新华社电

2020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突破1亿只大关

宠物“身后事”谁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