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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山村，科学的发展思
维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6 年
间，荒地村从产业单一到产业兴
旺，村民从消极无望到充满希望，
在由贫穷落后的负债村迈向绿色
生态的小康村过程中，科技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土地还是那些土地，资源还

是那些资源，荒地村通过科学规
划，综合开发利用，形成产业链和
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国内新闻
GUONEIXINWEN

04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编辑：张 越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于 勇

五年成就鼓舞人心，开拓奋进书
写新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评
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
性成就，对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
生活品质，提出重要要求和重大举
措，明确“十四五”时期要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
领会、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从身边
事做起，真抓实干，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迈进。

成就鼓舞人心
百姓获得感不断提升
武陵山区深处，昔日贫困的贵州

正安县于今年3月脱贫摘帽。从住在
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到搬进崭新的楼
房，居民生活的变化让正安县瑞濠街
道办事处解放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
任李春燕深有感触。

“近年来，正安县开展高粱种植、
孵化养殖等，带动百姓脱贫致富。”李
春燕说，“五中全会公报提到，‘十三
五’时期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让我们感到振奋。”

发展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
权。“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成就，让老百
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58岁的太原市居民张向东是一名
摄影爱好者。“‘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汾河的变化印证了
公报中的这句话。最近几年，每年11月
都有大批白鹭飞来，它们‘看中’了我们
汾河的优美环境。”张向东笑着说。

“十三五”时期，我国在社保、医保、
养老保险方面取得的成就让天津市河
东区芳水河畔社区党委书记李迎印象
深刻。“社保体系逐步完善，减少了老年
人的后顾之忧。不少老年人在社区医
院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医疗保险保障了
他们的日常取药需求。”李迎说。

擘画发展蓝图
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走进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桥头

村，蜿蜒悠长的巷道，青砖黛瓦的仿古
民居，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尽显生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
中全会提出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
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任务，
令民宿经营者、村民莫元军对未来充
满信心。

“近年来，村容村貌发生很大改
观，加上交通便利，越来越多的城里人
专程来我们这里旅游。”莫元军说，“党
带领我们走上致富路，又为将来描画
了更加美好的前景，我相信，以后的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方向明确，路径清晰，五中全会对
指导基层工作、发展县域经济提供指

引。”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县长敖煜新
表示，“德清县将围绕‘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保护优
先和绿色发展并举，推动生态效益更好
地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提升行政效率是民之所呼，衡量
着政府为民服务的能力水平。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窗式’改
革，老百姓的事越来越好办，政府的公
信力显著提升。”重庆市北碚区政务服
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春燕说，“接下
来，我们要探索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提升智慧政务效能，让老百
姓办事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开启新征程
真抓实干谱写时代新篇
这几天，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

正迎来脱贫攻坚第三方机构评估验
收，战河镇党委书记马灵富忙得不可
开交。“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必须脚踏
实地、真抓实干，为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力量。”马灵富说，战河镇
将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
加强监测、加大帮扶力度，防止返贫和
产生新的贫困人口。

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清
水河镇，草原一片金黄，牦牛成群结
队。随着现代生态畜牧业取代传统的
粗放经营，当地群众腰包越来越鼓，草
原生态越来越好。“今年，我们将以改善
民生、群众增收为目标，继续把草场、牲

畜、劳力等生产要素整合起来，走好畜
牧业转型发展之路，带动老百姓共同富
裕。”清水河镇镇长巴培茸保说。

社会保障，是民生发展的稳定
器。吉林省磐石市供电公司工会主席
王雪岩已经做好了未来五年的工作规
划：“我们将收集职工在社保、医保领
域的需求和困难，做好答疑解惑工作，
并在社保补缴、异地就医报销等实际
问题上，成立专班协助职工对接相应
部门，解决难题。”

作为国际滨海旅游城市，海南省三
亚市的旅游业朝着高端化、个性化方向
发展。“我们需要更多高端旅游从业人
员。”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转移就业
科科长李惠莲说，“我和就业部门同事
将针对产业发展需求，提供更有针对
性、人性化的培训服务，帮助更多企业
员工成长为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能人
才，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在不久前的国庆黄金周，福建省
长汀县与连城县交界处的松毛岭下，
每天有近4000人来到被誉为“红军长
征第一村”的中复村旅游。

作为红军烈士后代，中复村专职
红色讲解员钟鸣心情激动：“五中全会
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将继续
站好每一班岗，把红军长征的故事讲
述给更多游客。把长征精神代代相
传，激励人们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奋斗、
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各地城乡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热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记者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启
泄洪深孔泄洪（2020年8月19日
摄，无人机照片）。

11月1日，水利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布，三峡工程日前完成
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根据验
收结论，三峡工程建设任务全面
完成，工程质量满足规程规范和
设计要求、总体优良，运行持续保
持良好状态，防洪、发电、航运、水
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综合
效益最广泛的水电工程。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三峡工程完成
整体竣工验收

“今年我家种了 4500 多棵红尖
椒，增收了4000多元。”辽阳灯塔市西
马峰镇新生村的低保户王艳君高兴地
告诉记者。

“扶贫尖椒”个个红，得益于灯塔
市妇联的精准扶贫。近年来，我省各
级妇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大力开展“巾帼脱
贫行动”，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引领、服
务、联系的职能，积极引导我省广大妇
女全力参与脱贫事业，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贡献巾帼力量。

抓服务、结对子，摸清贫困妇女
底数。我省各级妇联全力以赴配合
党委、政府做好妇女脱贫工作，主动

摸清底数，排查了解贫困妇女情况，
积极帮助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妇女
纳入政策兜底保障脱贫，推动收入略
高于建档立卡贫困线容易返贫和贫
困边缘妇女纳入帮扶机制中。各级
妇联关注贫困单亲母亲，残疾、患重
病妇女等特殊贫困妇女，防止返贫和
出现新增贫困。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妇联执委先
后与4180名贫困妇女结对子，建立经
常性联系，通过立志脱贫、能力脱贫、
创业脱贫、巧手脱贫、互助脱贫、健康
脱贫、爱心助力脱贫等多种扶贫举措，
帮助她们稳定脱贫。省妇联开展驻村
扶贫工作，针对村里 10 户脱贫巩固

户、29 人脱贫巩固人口，逐户制定帮
扶措施，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抓培训、送服务，开展服务直通
车。扶贫先扶智，为提升妇女脱贫能
力，今年以来，省妇联举办了13期“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直播课堂，指导妇女
学习樱桃种植、水稻育苗、番薯选种等
农业生产技术，扶持妇女参与农村电
商，通过电商新业态拓宽就业渠道，受
益妇女达493万人次。我省各级妇联
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巾帼电商、致富带
头人示范提升培训，培训农村妇女
29791 人次；利用全国巾帼脱贫示范
基地和省科技培训示范基地培训妇女
4863 人，扶持带动建档立卡妇女 781
人；推动创建巾帼扶贫微工厂（车间）
147个，通过家政培训转移就业、手工
编织就近就业、农村电商扩大就业等
方式带动贫困妇女居家灵活就业。“京

东·辽宁巾帼馆”自2018年启动以来，
通过“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方式，帮
助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利用新
业态实现稳定增收。

抓助困、解难题，帮扶困难家庭。
为打破妇女创业资金瓶颈，我省各级
妇联做好妇女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加
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帮助符合条件的
妇女优先向金融机构推荐创业担保贷
款。今年 1 月至 9 月，各级妇联推荐
4034 名妇女申请 5.17 亿元涉农创业
担保贷款，解决创业资金难题。

今年以来，省妇联申请全国妇联
及省彩票公益金救助金额1285万元，
救助 1285 名符合救助条件的患病贫
困妇女，每人一次性发放救助金 1 万
元。开展“捐资助学·圆梦行动”系列
活动，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312名，发
放助学金161.236万元。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贡献巾帼力量
——我省妇女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王 坤

（上接第一版）
除了打工分红收入，丁秀云家还

养起了蚯蚓。为解决废弃菌棒利用问
题，工作队在村里建设了20亩蚯蚓养
殖示范基地。“养蚯蚓的土用栽培香菇
剩下的菌棒和牛粪制成。”许思明说，
养蚯蚓每亩收入几千元，既能解决菌
糠、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资源二次
污染问题，又能提高经济效益，应用前
景广阔。

除了种香菇、养蚯蚓，养蜂也在
村里兴起。2016年，扶贫工作队把养
蜂列入精准扶贫项目，将杂交繁育的
中华蜂无偿发给 7 户贫困户和示范
户，现场培训指导，收效良好，每户增
收1.5万元以上。“多亏中科院的工作
人员帮助我养蜂，不然我孩子上学都
费劲。”王春国告诉记者，自己有仨闺

女，大女儿上大学，还有双胞胎在镇
上读初中，“上有老，下有小，单靠养
蚕不够干啥，今年雨水大，蚕就没赚
到钱。”

在村里一片 200 亩的桃林边，许
思明告诉记者：“三年后，这片桃林就
能见到效益啦。”早在 2015 年，结合
荒地村高效生态经济型小康示范村
规划和村域特点，工作队就指导村
民发展经济林，推广种植黑沟毛桃
和中药材间作。种紫苏子每亩能收
入 4000 元，种黄精、苍术等中药每亩
收入 5 万元。通过示范种植，荒地
村已推广果树500亩、中草药270亩、
山野菜 70 亩，林下经济在村里逐渐
生根。

山村傍晚，夜凉如水。村子深
处，近山的一座农家小院映入眼帘，

这里是工作队驻地。小院门口挂着
“长白山系中华蜂种群繁育基地”和
“科技扶贫经济林示范园”的牌子。
院里引进种植了抗寒水蜜桃、西梅、
欧美杂交大榛子、蓝莓、冷香玫瑰等
经济作物。投资少、收益高，有利于
保护生态环境的多、快、好、省的农业
发展模式，正在悄然改变往日落后的

小山村。
荒地村偏僻，但景美，有省内最大

的瀑布群。“我们还打算发展旅游业，
咱村走向小康生活不愁。”曾在外地做
工程，去年回村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蔡
兴伟充满自信。

今天的荒地村，不仅地不荒，人也
不慌了！

荒地村，地不荒人也不慌了

11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齐东村人口普查员在居民家
中进行现场登记。当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启现场登记，700多万普
查人员走入千家万户，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新华社发

全国人口普查开启现场登记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阳娜 张漫子 张骁）由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市政府共
同主办的2020中国科幻大会11月
1 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开
幕。此次大会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以专题论坛、“科幻之夜”、科幻
cosplay、科幻艺术展览、国内外科
幻影片展映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
动给公众带来一场声色不停的科
幻视觉盛宴。

据了解，此次大会主题为“科
学梦想、创造未来”，主要内容包括
开幕式、7个专题论坛、8项涉会活
动以及 3 项展览展示。大会采取
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如科幻主
题演讲、科幻电影产业发展论坛等
接受线下预约，同步在线直播。多
位来自国内的科幻创作、科幻影视
领域重要专家和来自美国、英国等
多个国家的科幻界嘉宾通过线上
线下参与大会。

2020中国科幻大会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张漫子 阳娜）记者从1日
在京开幕的2020中国科幻大会上
获悉，2019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产
值 达 658.71 亿 元 ，较 2018 年 的
456.35 亿元增长 44.3%，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

从2019年科幻产业的细分市
场来看，科幻游戏占比最高。2019
年国产网络游戏共审核 1380 款，

其中科幻类型题材游戏约占15%，
全年产值突破430亿元。

作为我国科幻产业第二大细
分市场的科幻影视领域，在2019年
涌现出《流浪地球》等科幻大片，科
幻电影市场票房达195.11亿，年度
票房前十名中有三部是科幻影片，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影片
贡献票房71.41亿元。与此同时，17
部科幻网剧贡献产值超过20亿元。

我国科幻产业实现高速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白阳） 2020 年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于10
月31日至11月1日举行。记者从
司法部获悉，今年考试报名人数创
历史新高，同比去年增长16.8%。

据悉，此次法考客观题考试在
30 个省区市和香港、澳门地区设
置了296个考区、566个考点，近70
万名应试人员报名参加考试。报
名考试人数最多的是广东省，为
56364人；北京、江苏、山东三省市

的报名人数也超过了 4 万人。此
外，受疫情形势影响，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区
延迟考试。

司 法 部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自
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至
今，共有110余万人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选拔和储备
了大量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为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
人才保障。

2020年法考开考

11月1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民族广场，瑶族同胞在
进行民俗表演。当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举办第二届农民
丰收节暨盘王节。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广西瑶乡喜庆丰收

11月1日，主播在南斗山琼中绿橙示范种植基地举行的琼中绿橙开
摘仪式上直播带货琼中绿橙。近日，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绿橙
迎来上市季。2020年，琼中绿橙种植面积达2.9万亩，挂果面积1万亩，预
计产量将达到1000万斤。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海南琼中绿橙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