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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申铖）记者 4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部署要求，
中央财政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日
前联合发布的通知，一是切实落实好非洲猪瘟
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因非洲猪瘟疫情强制扑杀
生猪（含人工饲养野猪）的补助工作，继续按照
有关要求执行。同时，进一步完善补助经费发
放方式，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
发放一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市要
在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

二是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
政策。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工
作的通知，实施期限延长至明年 12月 31日，在
延长期限内，适当扩大贴息范围，将符合通知规
定的种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建、改扩建猪场的
建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

三是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力度。今年中
央财政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规模，

奖励资金用途按《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
金管理办法》实施，重点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动
物疫病防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提高生猪保险保额。暂时提高能繁母
猪、育肥猪保险保额，将能繁母猪保额从1000-
1200元增加至 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 500-600
元增加至 800 元。政策实施期限自今年 5 月 1
日至明年 12月 31日。之后，结合《中央财政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修订情况统筹研究
后续实施期限问题。

五是支持实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今年
支持生猪养殖大县，通过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调
结构对购买使用良种猪精液进行补贴，推广人
工授精技术。同时，各地要立足现有资金渠
道，支持畜牧大县生猪运输车辆洗消中心建设
等。

六是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各省级财政
要切实加大生猪稳产保供支持力度，强化省级
财政的统筹作用，对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
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农业农村部
门要加强组织实施，切实将政策落到实处，促进
资金规范、安全和有效使用。

□新华社记者胡璐蔡馨逸林碧锋
9月，陕西省延安城区以东 30

公里的薛张流域，满山披绿，生机
盎然。山上种植着阔叶林和针叶
林，山腰经营着梯田和苹果园，山
下则是鱼塘和大棚。

“退耕前，流域内全是荒山荒
坡。”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乡长杨
树伟感慨道。如今，当地林草覆盖
率已由退耕还林还草前的 18%增
长到90%以上。

自 1999年启动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以来，我国加快了国土绿
化进程，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
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退
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不仅是
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退耕还林还草助“绿”中国
版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
龙介绍说，1999年以来，全国累计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08亿亩，其中
退耕地还林还草1.99亿亩、荒山荒
地造林2.63亿亩、封山育林0.46亿
亩。

他说，通过一“退”一“还”，工
程区生态修复明显加快，林草植被
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
4个多百分点，一些地区提高十几
个甚至几十个百分点，生态面貌大
为改观。

在陕西，延安市累计退耕还林
1077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19 个
百分点。昔日“山是和尚头、水是
黄泥沟”的黄土高坡，如今变成了
山川秀美的“好江南”，实现了山川
大地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成为
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建设的
成功样本。

在贵州，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还草对近年来全省森林覆盖率每
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发挥了重要作
用，扭转了治理区生态恶化的趋
势。

张建龙说，20年来，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造林面积占我国重点工
程造林总面积的40%，目前成林面
积近4亿亩，超过全国人工林保存
面积的三分之一。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统更健康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在
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
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
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
脉在树。”

国家林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退耕还林还草每年在保水固土、防
风固沙、固碳释氧等方面产生的生
态效益总价值达1.38万亿元，涵养
的水源相当于三峡水库的最大蓄
水量，减少的土壤氮、磷、钾和有机
质流失量相当于我国年化肥施用
量的四成多。

近年来，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
积呈现“双减少”、程度呈现“双减
轻”，退耕还林还草起到了重要作

用。第三次全国石漠化监测结果
显示，2011至2016年，我国石漠化
面积年均缩减 3.45%，以退耕还林
还草为主的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
保护贡献率达65%。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认为，
长江上游退耕还林等水土保持措
施，以及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兴建是
长江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把生态承受力弱、不适
宜耕种的地退下来，种上树和草，
是从源头上防治水土流失、减少自
然灾害、固碳增汇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推动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让农民更富裕
“2016 年以来，我把 5.4 亩退

耕地都种上了芒果，去年挂果就卖
了 1500 多元，3 年领到补助资金
6400 元。”不久前，53 岁的云南省
龙陵县勐糯镇沟心寨村村民杨满
招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种经济林
果既绿化了荒山荒地，又增加了老
百姓的经济收入。“下一步，我准备
在林下再养些鸡！”

2005 年以来，勐糯镇共实施
退耕还林 5151 亩，其中种植核桃
912 亩、芒果 1239 亩、澳洲坚果
3000亩。勐糯镇林业站负责人李
家有介绍，当地通过退耕还林项目
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还带动全镇 4
个农村社区、2个村委会发展经济
林2万多亩。

农民群众是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的建设者，也是最直接的受益
者。全国 4100万农户参与实施退
耕还林，1.58 亿农民直接受益，经
济收入明显增加。截至 2018 年，
退耕农户户均累计获得国家补助
资金近 9000元。退耕后农民增收
渠道不断拓宽，后续产业增加了经
营性收入，林地流转增加了财产性
收入，外出务工增加了工资性收
入。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大多是
贫困地区，工程的扶贫作用日益显
现。据国家林草局对 100 个退耕
还林还草样本县的监测，新一轮退
耕还林还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覆盖率达18.7%。2016至2018年，
全国共安排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有关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退耕还林还草任务 2946.6 万
亩，占三年退耕还林总任务的近四
分之三。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也
极大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途
径。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
农业结构由以粮为主向多种经营
转变，粮食生产由广种薄收向精耕
细作转变，许多地方走出了“越穷
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实现
了地减粮增、林茂粮丰。

同时，各地依托退耕还林还草
培育的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
游、乡村旅游、休闲采摘等新型业
态，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的金
山银山。

20年退耕还林还草助“绿”中国版图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吴雨）记者 4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不论是在营的还是已
退出经营的P2P网贷机构，均将全面接入征信
系统，网贷领域失信人或将面临提高贷款利率、
限制提供贷款等惩戒措施。

近年来，部分借款人借机恶意逃废债、逾期
不还款，加剧了 P2P 网贷行业风险。为加大
P2P网贷领域借款人失信惩戒力度，保护出借
人利益，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日前
下发了《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
的通知》。

通知提出，支持在营P2P网贷机构接入金
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百行征信等
征信机构。征信机构需依法合规采集、整理、保
存、加工并对外提供信用信息，保护信息主体合
法权益。

“多头借贷和恶意逃废债是困扰P2P网贷
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此举可以降低网贷机构
的风控成本和运营成本，保护出借人权益。”中
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
认为，接入征信系统对借款人有威慑和惩戒作
用，会提高其偿债意愿。

尽管近两年网贷平台撮合的交易利率有所
下行，但仍有部分平台推出高收益的借款项

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超
24%，法院将不予保护。

因此，在P2P网贷机构向征信机构报送的相
关信用信息中，通知明确提出要上报所撮合网贷
交易的利率信息。利率超过人民法院支持的借
贷利率的，信息主体有权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以来，已有不少
网贷机构退出，而一些借款人趁势打起“逃废
债”的主意，损害了出借人权益。对此，通知提
出，对已经退出经营的 P2P 网贷机构，仍将收
集、筛选相关失信信息并转送征信机构。

其实，此前已有多批网络借贷平台借款人
恶意逃废债信息，以及出险网贷机构“跑路”高管
人员名单，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和百行征信系统。

为加大对网贷领域失信人的惩戒力度，通
知提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对P2P
网贷领域失信人提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
率，或者限制向其提供贷款、保险等服务。同
时，鼓励各地依法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对
失信行为加大社会惩戒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杨东表示，网贷机构加速接入征信
系统，有利于网络借贷平台的良性退出，全面提
升网贷行业从业者和借款人的诚信意识和信用
水平，推动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中央采取举措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P2P网贷领域将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随着各项验收的完成，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在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目前世
界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拥有
全球首座高铁地下穿行的机
场航站楼、全球首座双层出发
双层到达的航站楼、世界最大
单体航站楼。图为9月4日拍
摄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内部。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投运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