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人才争夺大战正在武汉打响。
“5年内将10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

2017年2月份，湖北武汉市提出实施“百
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通过“走进
去”“走下去”“留下来”“干起来”4项具体
举措，发布百万大学生留汉9大政策，拿
出最大诚意吸引大学生留汉。湖北省委
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喊话”大学
生们：有梦想，留武汉，一起创！

留下来，武汉诚意十足

79 所大学 130 万在校大学生，数量
世界第一，这一直是武汉的优势。但数据
显示，武汉近年仍是人才输出地。人才流
失，一直困扰着武汉。

“留住大学生，我们不能‘顺其自然’，
一定要‘刻意人为’。”2017 年 1 月份，武
汉提出，“大学生是创新创造能力最强的
一批人，要把这批人留下来”。

随即，“走进去”“走下去”“留下来”
“干起来”4项具体举措启动实施。

“走进去”，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研究

走进大学校园开展宣传的举措，让大学生
了解武汉、爱上武汉。

“走下去”，由团市委牵头，研究开展
“新青年下乡”活动，鼓励大学生到农村、
到企业、到社区体验生活，让大学生亲近
武汉、心仪武汉。

“留下来”，由市委组织部牵头，研究
出台管用的鼓励支持大学生的创业就业
政策措施，让大学生留在武汉、安家武汉。

“干起来”，政府多部门行动起来，创
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让大学生扎根武
汉、立业武汉。

“住房、落户、收入是吸引人才能否留
下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武汉留住人才
的诚意扑面而来：凭毕业证即可落户、购
房租房“打八折”、出台最低年薪指导标准
……2017年10月份，武汉发布留汉大学
生新政“升级版”。

“安居乐业”成武汉标配

“看了武汉的人才公寓，不想走了。”
2017年12月1日，湖北大学商学院刘旸
在看完沙湖人才公寓后感慨地说。

2017 年 8 月份，刘旸的师兄杜建晖
成为武昌首批人才公寓交钥匙的大学生
之一。刘旸说，人才公寓生活设施齐全，
不仅有大学生食堂，还有智能预约洗衣

机、共享汽车，每月房租才几百元。
武汉市房管局总工程师邓绪海介绍，

2017 年 7 月下旬，全市首批 14 个区、
3805 套大学毕业生租赁房源公开发布，
11 月上旬第二批 3011 套房源再次对外
公布。目前已累计筹集大学毕业生租赁
房源6816套，共计33.4万平方米。

2017年12月4日，江汉区唐家墩街九
头鸟小区，75岁的居民王素兰与23岁的李
芙蓉一边拉家常一边配合填写入户调
查表。

李芙蓉是由市委组织部统一公开招
聘、选派至江汉区“红色物业”的党员大学
毕业生，是“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
划”中的一员。

“选聘优秀大学生进入公益性物业企
业，一方面解决了留汉大学生的就业问
题，另一方面提升了物业服务队伍的素
质，加强了基层社区管理。”武汉市招才局
副局长龙眉说，目前，结合“百万大学生留
汉创业就业计划”，全市共选聘了3200余
名党员大学生投身“红色物业”。

为创新创业搭建平台

吴瑞诚的家乡在湖北赤壁。7年前，
他从华中科技大学通信工程研究生毕业，
去了很多同学羡慕的阿里巴巴。

2016 年，吴瑞诚回汉加入了当地互
联网企业中的“独角兽”斗鱼，成为斗鱼第
一个大数据工程师。斗鱼联合创始人张
文明对他说：“斗鱼的大数据是一张白纸，
任你描绘。”这是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吸
引力。吴瑞诚从“光杆司令”起步，一路把
队伍拉到60多人，做到斗鱼直播数据平
台部技术总监。如今的斗鱼，三分之一的
员工是从一线城市回流的。

人才看重一个城市，既看能否住下来，
更看这个城市能带给他怎样的发展平台。
为此，武汉做足了创新创业这篇大文章。

武汉市出台“青桐计划”，鼓励大学生
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围绕平台、活动、
培训“三管齐下”。同时，还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孵化器、大学生创业特区等众创孵化
平台建设，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场地支
持和“拎包入驻”“百兆上桌”以及“保姆
式”孵化服务。

目前，全市各类孵化器已达 221 家，
总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居全国城市
首位。国家级众创孵化平台数量居全国
大城市前列，在孵企业总数已过万家。

人在，火种就在，希望就在。2017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武汉已吸纳大学毕业
生留汉就业创业20.5万人，是2016年同
期的 2.1 倍；大学毕业生在汉新落户 7.9
万人，是2016年同期的5.4倍。

武汉发布一揽子政策5年吸引百万大学生创业就业——

为 梦 想 ，一 起 创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
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 1 月 5 日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再次告诫全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必须准备付出更为
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号召
全党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投入工作。铿锵的话语，
殷切的嘱托，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使命
自觉，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
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是有
力的思想动员和精神鼓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极
不平凡的历程表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进入
的。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深刻变化的国内形势下，党
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所
发生的变革，有些是前所未有
的，有些是振聋发聩的，有些
是荡气回肠的，有些是惊心动
魄的，哪一项要实现都不容
易，都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
政治胆魄，也都需要精心谋划
和顽强毅力。前进的道路不
可能一马平川，唯有做好付出
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充
分准备，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我们才能不断跨越“雪山”、征服“腊子口”，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日益复杂的斗争，我们的初心
永远不能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这个道理，
目的就是提醒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在艰巨任务面前畏首畏尾、缩手缩脚，
不要在斗争中迷失自我、迷失方向，清醒而执着地咬定目标
奋勇前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我国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成功建成的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
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展示出其历史意义。全党同志务
必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奋力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
豫者、懈怠者、畏难者。从现在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
下3年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也只有30多年时间。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美好蓝图，
时间紧、任务重、风险挑战多。唯有拿出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踏踏实实，稳扎稳打，才能把各项工作不断推向
前进。只有走在时间前面，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迎来东
方的第一缕晨曦。

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破浪前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以贯之开拓进取的姿态激发新作为，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肩负新使命，不断开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
明前途”。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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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穷“出名”的“三靠村”，现在却成
为十里八乡“眼红”的亿元村、小康路上的
领头雁。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尚志
市元宝村、尚志市长营村在3位老支书带领
下，成为黑土地上3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68 岁的张秀林是长营村党总支书
记。他上任之初，村子账面仅 3 元钱，是
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

“三靠村”。
长营村人均耕地只有 0.7 亩。张秀

林盯上了村里1000多亩水坑，想要填坑
造田。很多人不理解，“这不是瞎折腾
吗？”张秀林走家串户劝说，“土地是咱农
民的命根子，没有地哪来发展的本钱？”

说干就干，13年间，张秀林拖着六七种
病，7次晕倒在工地。但最终，长营村填坑造

田1480亩，是原来一个半村的土地面积。
如今，长营村不只是亿元村，还入选

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
与长营一样，兴十四村、元宝村在老支

书带领下，拼命苦干，彻底翻了身。“与其等
靠要，不如甩开膀子干。”三位老支书透露
出一样的朴素想法，不等不靠，苦干实干拼
命干。说了算，定了干，多大困难都不变。

69岁的付华廷是兴十四村党总支书
记。全村 80％多村民住上花园别墅，仅
2％人口从事农业，其余都在村企上班。

兴十四村抓住发展集体经济这个关
键，从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合作组织等方
面发力，壮了集体，富了村民。

1983年全国推行“大包干”。付华廷
认为，各地情况不同，不能都适用一个模

式。当时兴十四村已过上“大囤满，小囤
流”的生活，年人均收入达2050元，付华
廷认准了走集体经济的路子。

虽未包产到户，但兴十四村改革传统
集体体制，实行超奖减罚，解决了“大锅
饭”问题。

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得到实惠。上世
纪80年代，兴十四村购买彩电送给村民，
成为全国首个彩电村。2002 年建别墅，
每栋村里补25万元，个人只拿10万元。

77 岁的张宝金是元宝村党总支书
记。元宝村是小说《暴风骤雨》原型地、名
声在外的“中国土改第一村”。

一场“夸富会”去年在元宝村举行，由
水稻种植大户“秀收成”。党员郇德金主动
帮助村里人，现场保证：“我免费教技术，按

我说的干，亩产达不到1200斤，我赔钱。”
上任以来，三个老支书把加强党建作

为一切工作的基础。
元宝村响应改革开放的东风，办起加

工厂、筷子厂、铅笔厂等企业，全村户均存
款达18万元。

老支书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想卸下担
子。张秀林计划退休，但村民不答应，他
们约好轮流去他家做“思想工作”。

老支书们认为，乡村振兴要强化“人才
先行”。除了能吃苦、吃亏，接班人还要有
吃透政策、吃透市场的能力，才能在农村发
展产业、共同奔小康的道路上先人一步。

文/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王春雨
强 勇

（据新华社哈尔滨1月8日电）

“三靠村”如何发展为亿元村——

看三位老支书演绎“山乡巨变”

综 合4 2018年1月9日 星期二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8 日公布
2017年度“扫黄打非”10大案件，涉及网
络传播淫秽物品、非法出版、假媒体假记
者假记者站、侵权盗版等方面。

——浙江绍兴“老虎”直播平台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2017 年5 月，绍兴诸
暨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诸暨市公安
局破获一起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经查，2017年2月，方某、戚某
等人组织段某某等人开发“老虎”直播平
台，赴境外运营，并通过中介在境内招募
主播利用该平台进行淫秽直播。

——山东泰安“月光宝盒”直播平台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2017年9月，泰安
市、新泰市公安部门破获一起直播平台聚
合软件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经查，“月
光宝盒”平台运营者利用黑客技术破解各
类淫秽色情收费直播平台。

——湖南岳阳“狼友”直播平台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2017 年 7 月，岳阳市

“扫黄打非”部门立案侦查一起网络直播
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经查，岳阳
隆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设“狼友”直播
APP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江苏宿迁王某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2017年2月，宿迁市公安局破获一
起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经查，王某
从某科技公司租用7台服务器，开办“78
美术网”等100余个网站，通过多个广告
联盟投放广告，并招募陈某等人将淫秽图
片上传至网站提升广告点击量。

——浙江绍兴“9·11”印制销售非
法出版物案。2017年10月，浙江省“扫

黄打非”办公室会同省公安厅国保总
队，指导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破获
一起印制、销售非法出版物案。累计销
售 非 法 出 版 物 10 万 余 册 ，涉 案 金 额
1000余万元。

——河南郑州“8·05”仓储非法出版
物案。2017年8月5日，河南省“扫黄打
非”办公室查处荥阳市广武镇一处非法

出版物仓储窝点，查获非法出版物 93
种、22万余册，总码洋1039万元。

——广东佛山“6·27”存储销售盗版
图书案。2017年6月27日，佛山市“扫黄
打非”办公室协调公安等部门查处一个存
储非法出版物窝点，现场查获涉案出版物
81万余册，码洋1424万余元。

——江西九江“1·10”假冒学术期刊
诈骗案。2017年1月，九江市、修水县“扫
黄打非”、公安部门查处一起假冒学术期刊
诈骗案。经查，郭某某、钟某某等采取代写
论文、伪造学术期刊用稿通知等方式诈骗，
非法交易177笔、非法牟利30余万元。

——湖北荆州“6·22”假期刊案。
2017 年 6 月，荆州市及公安县“扫黄打
非”办公室协调文化执法、公安等部门破
获一起假冒学术期刊案。经查，2014年
以来，郑某、阳某某招募人员假冒全国各
大杂志社工作人员，骗取“审稿费”“版面
费”。截至案发，被侵权杂志社总计
1000余家。

——河北衡水史某某等人冒充记者
敲诈勒索案。2017 年4 月，衡水市公安
部门侦破一起假记者团伙敲诈勒索案。
经查，犯罪团伙成员先后作案60余起。

2017年“扫黄打非”10大案件公布——

直播平台及非法出版成重灾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新华社郑州1月8日电 （记者袁慧
晶 王烁）1 月 8 日，由中宣部、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联联合
开展的 2018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启动活动暨文化文艺小分队演
出和慰问活动，在河南兰考和江西井冈
山拉开序幕。

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开启，中央宣传
文化部门组织了120支文化文艺小分队、
全国省一级也组织了800多支文化文艺
小分队赴基层进行演出和慰问活动，为广

大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大餐。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
神，文艺工作者立志扎根生活沃土，服务
人民群众，做“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型化、
灵活机动、人员精干的小分队形式成为今
年活动的突出特点。

1月8日，兰考雪后初晴，寒冷的天气
却挡不住艺术家们的热情，演员演得带劲，
观众看得入迷。中宣部·中央电视台文化
文艺小分队来到兰考，兵分几路，在兰考焦
桐纪念林、张庄村桐花书院、堌阳镇徐场

村、兰考人民广场等地点，面向群众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慰问活动。

“听说中央的文化文艺小分队要来兰
考演出，天不亮我就走了好几里地赶过
来”，兰考县五爷庙村的董百胜老人特意选
了个前排好位置。数百名村民把焦桐纪念
林里外围了好几层，歌曲《好大一棵树》、歌
舞《红色的土地》等多个节目，赢得群众阵
阵掌声和喝彩声。在张庄村桐花书院，来
自中国书协、摄协的小分队艺术家为群众
写春联、送福字、拍全家福，浓浓的“年味”
随着红红的春联走进每位群众的家里。

与此同时，中宣部·中央电视台另一
支文化文艺小分队冒雨为江西井冈山的
群众送去了新春的演出和慰问。歌曲《吉
祥的祝福》《乌兰牧骑赞歌》、魔术杂技表
演，受到群众连声称赞。“党和国家一直惦
记着我们，看完演出幸福感更强了。”井冈
山70多岁的红军烈士后代左秀发笑着说。

小分队还根据基层群众的审美取向
和实际需求，送上了“个性定制”的演出，
极具河南地方特色的豫剧《新编朝阳沟》、
井冈山地方非遗《全堂狮灯》等节目都获
得良好反响。

文化文艺小分队不仅为基层群众带来
了丰盛的文化“大餐”，也送去了党中央的
关怀和问候。在兰考县裕禄小学，中央部
委有关同志向各乡镇文化服务中心赠送了
13台电脑，并向学生捐赠了图书和文具。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一条平整的进村道路，路旁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忙碌
的身影；小学生们三五成群，谈笑而过；蜿蜒的溪流潺潺
而过，“富强”“平等”“和谐”等墙体涂画和溪流相得益彰
……在广东省潮州市彩塘镇红旗村，宁静秀美、小桥流水
的农村场景让人心旷神怡。

几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村民环保意识缺
乏，垃圾杂物推进沟渠，溪流被填得又窄又浅；工业废
水直排，水质遭到严重污染，水体发黑发臭；私搭违建
乱贴乱挂等现象泛滥且严重……红旗村党支部书记许
其荣说，潮州“六乱整治”行动的强力实施改变了红旗
村的村容村貌和乡风文明，为红旗村的移风易俗注入
了新的动力。

红旗村的转变只是广东省潮州市移风易俗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的缩影。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潮州以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为契机，以各级文明镇街（村居）创建为抓手，充
分发挥潮州传统历史文化优势，融合农村整治提升、基层
文明创建、优秀传统文化弘扬3方面内容，开展乡风文明
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农村整治提升方面，潮州瞄准“脏乱差”，开展农村
“乱贴乱挂、乱排乱弃、乱摆乱卖、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
冲乱撞”等“六乱”整治行动，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狠抓“强治、强管、强建”，共清理乱摆乱卖2.34万宗，
拆除违章搭建物7800多处，清理池塘9000多个。

基层文明创建方面，潮州将移风易俗纳入基层文明
公约和村规民约，纳入全文明镇街、文明村居创建中，每
年年底组织对各县区、镇街、村居创建情况进行考核考
评，量化打分，对出现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正之风的，进
行扣分处理，甚至撤销文明镇街、文明村居称号。同时积
极推动城市管理网格化，将网格细化到社区和村，推行

“街长制”“路长制”“楼长制”，强化督办。
潮州还采用多种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记者了解

到，潮州利用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组织开展“文化走亲”
“乡村文化大舞台”群众性文化活动，并举办潮州市“喜迎
十九大·共创文明城”文艺晚会、“潮州人一定行”文艺晚
会等，用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滋养基层群众，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引导农村新习俗新风尚。

广东潮州推行“六乱整治”——

美了村貌 淳了乡风
本报记者 张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