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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 杨
维汉 胡浩）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庆祝 2019 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0 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

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
话。她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教
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
人师表、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
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德树
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严
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教
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营造尊
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 上 表 彰 了 718 名“ 全 国 模 范 教

师”、79 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 名“全国优秀教师”
、158 名“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授予 1355 项“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 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
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
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
表、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
长郝云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
表、四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
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
龙参加会见。

国办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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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加强生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
猪产销监测，完善市场调控机制。要
转型升级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大力发展标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准化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 （户） 发展，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
作总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生猪主产区支持力度。要完善动物疫
定性作用，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
病防控体系，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
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
力，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强
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
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要健全现代
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构建
生猪流通体系，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
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
级，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冷
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促
《意见》 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
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障。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
《意见》 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
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
产，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生产
保险规模，并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
扶持力度，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 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
保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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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8 月数据看物价运行态势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安蓓 于文静 陈
爱平
国 家 统 计 局 10 日 发 布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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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 10%，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93 个百
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1.1%，涨幅比上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持
续走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升
CPI 的主要因素。从今年后几个月来
看，稳定总体物价水平仍有坚实基础。
食品价格方面，前期上涨较快的鲜
菜价格同比出现回落。8 月份，鲜菜价
格下降 0.8%，为同比连续上涨 18 个月
后首次转降。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
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说，由于今年夏季冷
凉地区蔬菜供应整体相对充足，且上半
年菜价较往年偏高，后期扩种意愿高
涨，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蔬菜供应形
势将好于去年。
近一段时间，62 岁的上海居民周爱
娣发现市场上水果品种更丰富了，价格

也比之前便宜了。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8 月份，鲜
果价格虽然同比上涨 24%，但涨幅回落
了 15.1 个百分点，环比看鲜果价格比上
月下降 10.1%。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分
析，自 7 月份以来，随着西瓜、桃子、杏等
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各类水果价格开始
逐渐回落。预计 2019 年苹果、梨的总产
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量，国内水
果市场供应量充足，完全能满足需求，
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上涨仍然较
快。8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46.7%，
涨幅比上月扩大 19.7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点。
“近来猪肉价格上涨较快，
主要是阶
段性供给偏紧所致，是猪价下行周期和
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的结果。
”
中国农科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说，四
季度生猪生产有望止跌企稳。生猪生产
周期较长，
目前相关部门、
各省区市都在
积极行动，预计明年下半年生猪生产将
逐步恢复，
生猪价格将逐步回落。
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会不会大

幅增加通胀压力？
“猪肉只是构成 CPI 的一种商品，可
能影响短期 CPI 波动，但不会撼动宏观
物价总水平稳定的运行基础。
”
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
丽岩说，
从历史上看，
部分商品的价格上
涨，更多是结构性、短期性的。近期鲜
果、
鲜菜价格回落明显，
将拉动食品类价
格涨幅回落，
成为稳定 CPI 的因素。
除了食品价格，在非食品中，交通
和通信价格同比下降了 2.3%。今年以
来，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提速降费新举
措，为消费者带来实惠。今年 1 至 8 月
份，通信服务价格同比下降了 1.1%。此
外，汽油和柴油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下降
1.1%和 1.2%。
数据还显示，8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0.8%，
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说，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涨幅
的背离显示 CPI 的上涨并非需求拉动，
更多是供给扰动。同时，
PPI 出现负增长
也显示实体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下半
年总需求对 CPI 仍将产生下拉作用。

位于陕西西安的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
是西安唯一一所针对残障人士设立的特殊教
育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有服装设计与工艺、工
艺美术、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医康复保健等专
业。相较于学校里的其他老师，自身也是残
疾人的郭海霞、王旭阳、柳宏利三位老师，对
学生们的生活更能感同身受。图为服装制作
老师柳宏利教授新入学的学生使用缝纫机。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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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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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珲春发生车祸

死伤 29 人
新华社长春 9 月 10 日电（记者 邵美琦）
10 日上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
发生一起车祸，
造成 5 人死亡、24 人受伤。
当日，
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28名村民租用
个体中型客车前往大荒沟旅游。9 时 45 分许，
客车途经英安镇省道穆长线152公里路段弯道
处发生翻车事故，
造成5人死亡（含司机）、
24人
不同程度受伤。目前，
伤者已在珲春市医院接
受治疗，
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