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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今日开幕

共有109个国家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

医局局长杨振海 17日表示， 综合生

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明

显收窄、 规模猪场生产由降转增、饲

料产量止降回升、种猪销量持续大幅

增长等判断，养殖生产积极性正进一

步提高， 年底前产能有望探底回升，

市场供应明年有望基本恢复。

杨振海在农业农村部 17 日举

行的发布会上说， 据农业农村部对

全国年出栏 5000 头以上规模猪场

全面调查，9 月份生猪存栏 4445.51

万头，环比增长 0.6%；能繁母猪存栏

610.47万头，环比增长 3.7%。 对 100

家重点种猪企业监测显示，9月份后

备母猪销量环比增长 70.7%。据对全

国饲料生产企业全口径统计，9月份

猪饲料产量环比增长 10%。

多重因素叠加使全国生猪存

栏下降幅度明显收窄。据杨振海介

绍，8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降幅是

9.8%，9 月份收窄至 3%；8 月份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为 9.1%，9 月

份收窄至 2.8%。两项指标均为今年

3月份以来首次收窄。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唐珂在会上表示，9月份以来，

随着促进生猪产能恢复和市场供

应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猪肉供给

阶段性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国庆

节前价格涨幅有所回落。 国庆节

后， 猪价出现阶段性较快上涨，主

要是前期生猪产能下降、部分养殖

场户增加商品母猪留种、各地增加

收储等，导致商品肥猪上市量阶段

性减少，市场供应偏紧。

“从后期走势来看，目前各项

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生猪整体产

能恢复、激发养殖户积极性的作用

正在逐步显现，而且生猪养殖盈利

持续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也有利于

生猪产能恢复。” 唐珂说，预计四季

度产能下降局面将会得到改善，但

短期内猪肉市场供给依然偏紧，元

旦、春节前猪肉价格将保持高位运

行走势， 但随着库存冻肉逐步出

库、禽肉等畜产品供应增加，畜产

品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

农业农村部：

今年年底前我国生猪产能有望探底回升

据新华社电 著名的数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

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

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

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

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

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的遗体，17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丁石孙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4 时 35 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 93岁。

丁石孙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

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

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

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丁石孙同志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1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丁石孙同志” ， 横幅下方是丁石孙

同志的遗像。 丁石孙同志的遗体安

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

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 45 分许，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哀乐声中缓

步来到丁石孙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默哀， 向丁石孙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 并与丁石孙同志亲属一一握

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

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丁

石孙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

前往送别。

丁石孙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丁石孙同志生平照片

据新华社电 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 18 日在湖北武汉开幕。 来

自 109 个国家的 9308 名军人报名

参加， 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共派出

406名运动员参赛。

记者从武汉军运会倒计时 1

天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军

运会共有 109 个国家 9308 名军人

报名参加， 赛会规模为历届最大；

设 27个大项、329个小项， 竞赛项

目为历届最多；50 多个国家防长、

军队总长和各国驻华武官等要员

将出席开幕式，影响广泛深远。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主任、中央

军委训练管理部副部长杨剑说，从

报名参赛情况看，各国普遍派出强

大参赛阵容，其中获得过世界冠军

的运动员有 67 人， 里约奥运会前

八名选手有 118 人，现代五项世界

排名前十的有 8 人，5 个军事特色

项目有 43 名上届冠军， 可以预见

比赛竞争将十分激烈。

据介绍，中国军队高度重视本

届军运会，组建 553 人的史上最大

规模体育代表团，406 名参赛运动

员士气高昂、精神振奋，赛前进行

了针对性强化训练，全面做好备赛

冲刺，确保以最佳精神状态、最强

竞技实力投入比赛，力争取得优异

成绩。

武汉军运会在筹备过程中也

创造了军运历史上的多项第一：首

次走出军营办赛，首次集中建设军

运村，首次实现在同一个城市举办

所有比赛项目，首次采用 5G+8K、

5G+VR 信息传输与电视转播技

术，首次为各个代表团提供全方位

的志愿服务。

设立 38 个专业竞赛委员会，

遴选确定 2344 名高级别裁判员，

为运动员创造公平公正的比赛环

境；设立 40 个兴奋剂工作站，组建

652人工作团队， 制定 600 余例检

测计划， 全程加强兴奋剂检测管

控，本届军运会将采取一系列举措

狠抓执纪， 确保举办一届纯洁干

净、公平公正的军运盛会。

作为第七届世界军运会的承

办城市，武汉市在场馆设施和城市

运行保障等方面也已做好筹备工

作。本届军运会新建改建和临时搭

建 35 处、 共计 54 个场馆设施，均

已全部通过验收，场馆信息基础设

施、单项竞赛信息系统、赛事指挥

系统全部建成，并全部通过测试赛

检验。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筹备，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具

备正式开赛条件。 ”武汉军运会执

委会主任、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

武汉军运会将厉行节俭贯穿到筹

备工作全过程， 做到既全力保障、

又精打细算，努力办出一届简约而

又精彩的体育盛会。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 16 日发表了其任内第三份施政

报告，以改善民生为主轴，提出超过 220

项新措施。 各界对这份施政报告表示欢

迎，认为有助于纾解民困。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 特区政

府在一个不寻常的环境下草拟施政报

告，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就土地、房屋等四

大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难能可

贵” 。 她对特区政府尽量增加土地供应

表示欢迎， 认为报告中政府建议房委会

加快出售目前租置计划未售出的单位对

公屋居民有一定吸引力。

施政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

政策，并围绕土地供应和房屋问题，提出

了短、中、长兼备的支援措施。香港中华厂

商联合会认同，楼价高企、房屋供应不足

是困扰香港的最大社会问题；施政报告明

确提出要让每个市民“建立一个属于自

己的家”的愿景以及“土地为民所用”的

承诺，当中建议的多项举措“破格”创新，

具有针对性， 有助于纾解当前的燃眉之

急，重建市民对政府施政的信心。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说， 香港正

面临严峻的挑战，持续的社会动荡，令香

港整体经济蒙上阴影， 同时令香港中小

企备受冲击。 我们支持行政长官为协助

香港企业及专业服务的解困措施， 为香

港企业寻找新出路。

欢迎施政报告推出

改善经济民生的措施

香港各界表示：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17 日召

开的第七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

出，依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旗帜鲜

明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最高法明确提出， 要重视公正裁判

的引领作用。 在一些具有标杆意义的案

件上，决不能搞“和稀泥” ，让群众产生司

法不公的疑虑，在道德标准上出现模糊。

最高法表示， 必须发挥好司法的教

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对舆论进行引

导，明确情感、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界限，

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

励， 让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受到

惩戒。必须依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旗帜鲜明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

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高法：

鼓励公民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