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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2日讯 记者
郭静原报道：22日，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 5 位

“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围绕“退役不
褪色，建功新时代”主题与中外记
者见面交流。他们分别是山东省
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爆中队
负责人张保国、广州海关归类分中
心关税专家甘露、天津银座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贵武、江西兵哥送
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堃源、内
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技术部副部长郑璐。

从转业到现在的 20 年时光
里，张保国坚持战斗在安检排爆
工作最前沿，先后完成防爆安检
任务120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
爆炸可疑物 130 余个，排除销毁
各类炮弹、炸弹等 4000 余枚，废
旧雷管20余万枚、导火索51余万
米。“从军时，我们的职责是保家
卫国，到了公安战线，我们又担负
起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任，更应
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积极投身
于国家建设中去。”张保国说。

同样也是经历了 20 年风风
雨雨，从1998年开始认了16位烈
士母亲为自己母亲的王贵武，用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义举，一
直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仅从
生活上扶持帮助烈士家庭，还从
情感上给予烈士母亲以极大的安
慰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谈起当兵经历给自己带来的最大收获时，甘露说：
“部队院校培养了我严谨认真的作风、报效祖国的理想，
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对我未来的人生道路有很
大影响。在部队期间培养的荣誉感和团结协作精神，对
我在转业后特别是我作为中国海关代表参加世界海关组
织协调制度会议工作都非常有帮助。”

面对大多数退役军人都十分关切的退伍就业创业问
题时，陈堃源把就业创业比作“硬币的正反面”，付出和成
功虽不一定能画等号，但是，“不管做什么行业，行行出状
元，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最终都能打拼出自
己的幸福天地”。

“我刚退役的时候也曾迷茫过，因为环境变了，接触
的东西都很陌生，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静下心来，
补足短板。”从一名军人到电力行业的技术骨干，郑璐认
为最重要的就是“俯下身子”抓好学习。

五
位
﹃
最
美
退
役
军
人
﹄
与
中
外
记
者
见
面
交
流—

—

退
役
不
褪
色

建
功
新
时
代

戴安澜，字衍功，自号海
鸥，1904 年 11 月 25 日生于芜
湖市所辖无为县练溪乡风和戴
村（今无为县昆山乡练溪社
区）。1924 年投奔国民革命
军。黄埔第 3 期毕业。1926
年参加北伐。1933 年参加长
城抗战。在 1938 年的鲁南会
战中，曾率部在中艾山与日军
激战4昼夜，因战功卓著，升任

89师副师长。同年8月，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升任国
民党第5军200师师长，12月参加桂南会战。

1942 年 3 月，戴安澜率部赴缅甸参加远征军抗战。
同古保卫战打响以后，200师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
击。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
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
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
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同古保卫战历时 12 天，
200师以高昂的斗志与敌鏖战，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
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
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战斗结束后，戴安澜在撤退过程中遭敌袭击，身负重
伤。由于缅北复杂的地形和连绵的阴雨，戴安澜终因缺
乏药物医治，伤口化脓溃烂，在缅北距祖国只有100多公
里之地的茅邦村，壮烈殉国，时年38岁。

文/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据新华社电）

戴安澜：鏖战强敌 壮我国威

王凤山，1906 年出生于
五台县东寨村，自幼家境贫
寒，村民喜其聪敏，一起掏钱
供他上学，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学校。青年时期，目睹国家衰
败、列强入侵，王凤山投笔从
戎考入北方军校，毕业后进入
军界。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9 月，时任第 69 师 203 旅营长

的王凤山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的茹越口保卫战。
1942 年 6 月初，日军在汾南地区屡屡受挫，为挽回

战局，集中汾南各县日、伪军，形成优势兵力向 34 军围
攻。战斗一开始，34军第43师和第44师均受重挫，军长
王乾元负伤返汾北医治，王凤山临危受命代理军长，率
45师转战万泉、荣河一带，继续抗敌。

6月，日军千余人、坦克7辆把45师师部及第2团包
围在西张瓮村，王凤山率军坚守阵地，与敌人殊死搏斗。
战至午后，敌人又增援2000余兵力。

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王凤山沉着指挥，
坚不言退，亲率预备队冲上前线与敌近战。战斗中，王凤
山臂部受伤，仍坚持指挥，后腹部连中数弹，肠流腹外。
他忍痛抱腹，不下火线，以身殉国，时年36岁。

文/新华社记者 梁晓飞 （据新华社电）

王凤山：殊死搏斗 以身殉国
近年来，乡村民宿、特色小镇、康养度

假、自驾出行等旅游新产品蓬勃兴起，备
受游客青睐。“新业态”已经成为旅游产业
发展的高频词汇。在云南，以观光为主的
旅游产品结构正加快向观光休闲度假等
复合型产品结构转变，持续拓展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空间。

精品民宿带动致富

早在 1993 年就搞起旅游的仙人洞
村，坐落于文山州普者黑景区的核心地
带，过去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垂钓项目。“可
到了 2013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过 1
万元。”仙人洞村村小组长范成元介绍，

“之前的旅馆都是村民自建，千篇一律，设
施简陋，毫无特点可言”。

2013 年，村干部们带着村民走出深
山打开眼界，向省内外优秀典型“取经”，
并邀请专业人士规划设计。范成元带头
将自家旅馆改建，并动员大家把房屋改建
成具有彝族撒尼人特色的精品客栈。

土黄色民居衬着碧汪汪的湖水，街头
小巷随处可见当地村民烤制饵块、手工刺
绣；全村编排了50多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原

生态歌舞……“游普者黑、住仙人洞、品撒
尼民俗文化”已成为仙人洞村响当当的金
字招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2018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4万余元。

仙人洞村的嬗变是云南省日渐成熟
的乡村旅游业态的缩影。2017 年，全省
乡村旅游实现总收入 1688.4 亿元，旅游
产业带动 12.1 万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旅
游扶贫重点村脱贫出列累计达到 680
个。打造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成为云南
满足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重要供给和带
动农村致富的新引擎。

特色小镇差异化发展

在红河州弥勒市东风韵小镇，“古堡”
样式红砖建筑集群，路边供游人休息的长
凳、景区指示牌等，都融入了文化元素，散
发着浓厚的艺术气息。

“东风韵致力于打造文化艺术产业的
‘孵化器’，构建文化旅游发展长效机制。”
云南建投集团总经理助理俞文杰介绍，小
镇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校企合作，以实
训基地、创客工厂为依托，将高等艺术院
校的教学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并扶

持青年艺术家入驻小镇进行艺术创作。
“我们为艺术家搭建展览、销售平台，同步
提升小镇的文艺格调和知名度。”

像东风韵这样毗邻高铁站、处于城市
半小时经济圈的特色小镇，弥勒市还有3
个：风光旖旎的太平湖森林小镇，集森林
木屋、生态园林、休闲旅游、康养度假为一
体，解决了周边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极
具民族风情的可邑小镇以手工艺品和餐
饮住宿为卖点，旅游带动近200户贫困村
民脱贫致富，户均年收入达10万余元；正
实施建设的红河水乡小镇，目标是以国际
汽车比赛和商贸会展为主线，创建集运动
和时尚相结合的特色小镇。

弥勒市副市长田红梅告诉记者，这几
年，弥勒市聚焦特色小镇之“特”，坚持错
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将优秀民族文化、历
史名人文化以及原创艺术、后现代建筑艺
术等融入规划之中，力求每个特色小镇都
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浓厚的人文底蕴、
完善的服务设施、优美的生态环境。

文旅融合“复活”产业

喜洲镇距大理古城仅半小时车程，在

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田园风光，还
能感受原汁原味的白族文化。大理人张
翰敏在喜洲镇经营了一家扎染小院，小院
里，二楼窗檐上悬挂的扎染布随风飞舞。

“我们将古法扎染制作技艺与现代时尚元
素相结合，既能让扎染文化得以延续，还
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张翰敏说。

已有1200年建城历史的红河州建水
县以紫陶制作工艺出名，当地围绕紫陶创
作而繁荣的书法、绘画、雕刻等文化独具
特色。“随着游客逐年增多，如何开发一些
既叫好又叫座的紫陶创意产品，是目前我
们旅游产业重点发展的目标。”建水县旅
发委主任姚广兵说。

姚广兵介绍，建水县以紫陶文化为核
心，把紫陶制作工艺、传统瓷塑技法、文化
交流、陶吧体验等纳入旅游范畴，形成体
验式旅游特色。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和丽贵表
示，未来将在全省重点推进40个汽车旅
游营地项目、10 条徒步旅游线路建设项
目、6个温泉养生示范项目、6个文旅融合
示范项目、650 个精品酒店项目，努力把
新业态项目打造成为全省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的热点和亮点。

新 业 态 激 发 旅 游 增 长 活 力
——云南省推进旅游转型升级综述（下）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张 雪

本报北京1月22日讯 记者郭静原
报道：中国气象局今日发布《2018年中国
气候公报》及《2017 年中国温室气体公
报》。《2018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18
年，我国气候年景总体正常，气温偏高，降
水偏多。台风和低温冷冻害损失偏重，暴
雨洪涝、干旱、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偏轻。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平均气温
（10.1℃）较常年偏高0.5℃；春、夏季气温
创历史新高，秋、冬季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全国平均降水量673.8毫米，比常年
偏多 7%；夏、秋季降水分别偏多 10%和
6%，冬季偏少17%，春季接近常年同期。

2018年，生成和登陆台风多、登陆位

置偏北、灾损重，“安比”“云雀”“温比亚”
3个台风在一个月内相继登陆上海，其中

“温比亚”灾损为当年最重。
“2018年，主要粮食产区光、温、水匹

配较好，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但
是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暴雨洪涝、低温阴
雨寡照、高温等灾害，使得农作物生长受到

一定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张强介
绍，全国年降水资源总量为63937亿立方
米，比常年偏多4174亿立方米，属于丰水
年份，其中黑龙江、四川、甘肃、青海、宁夏
属于异常丰水年份。

此外，《2017 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
显示，2017年，我国温室气体地面观测本
底站青海瓦里关站观测的二氧化碳、甲
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均高于同期全球平
均水平，尤其是甲烷浓度明显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我国北京上甸子、浙江临安、
黑龙江龙凤山站3个区域本底站温室气
体浓度也出现上升。

《2018年中国气候公报》发布

去年全国气温较常年偏高0.5℃

1月22日，国新办举行应急管理部组
建以来改革和运行情况发布会。会上，应
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介绍，2018 年全
国自然灾害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倒塌房屋
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近5年来平均
值分别下降60%、78%和34%，安全生产
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同比实
现“三个下降”。

2018 年 4 月 16 日，国家应急管理部
正式挂牌成立。应急管理部机构改革涉
及11个部门13项职责的整合。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郑国光表示，去年
全国的气候年景是正常的，台风虽然多，
但只有两个是超过超强台风量级的台
风。全国没有出现大的流域性的洪水，地
质灾害发生的数量也比往年偏少。这是

“天帮忙”。
另外，还有“人努力”。郑国光说，应

急管理部在成立之后就立即组织制定了
各个灾种的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每次重
大自然灾害都是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
应，第一时间派出应急救援队伍，把每次
应急响应当作实战演练，逐步磨合、完善
应急处置方案和措施。

同时，发挥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指
挥部的作用，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比
如，在应对堰塞湖自然灾害中，应急管理
部建立了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能源局
等多个部门的联合会商、协同响应机制，

同军委联合参谋部也建立了军地应急救
援联动机制，派出联合工作组到现场统筹
协调救援工作，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指挥处
置重大灾害。

“我们建立了防范救援救灾一体化运
行机制。根据灾情预判，提前在重点地
区、重点部位、重点工程预置救援力量，最
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郑国光说，2018
年启动应急响应47次，派出了60多个工
作组，调拨了 3.28 万顶帐篷，40.9 万床
件、衣被等中央救灾物资。

“2018 年，全国重特大事故和死亡
人数，分别下降了 24%和 33.6%。”孙华
山指出，2005 年全国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134 起，2018 年重
特大事故发生了 19 起，下降幅度很大，
达到 86%。特别重大事故，2005 年是
17 起，2018 年是 1 起。从数据来看，我
国 安 全 生 产 形 势 保 持 了 稳 定 好 转 的
态势。

孙华山介绍，应急管理部将从三个
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完善制度。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体系，包括标准。落实各部门的
监管责任，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第
二，加强监管。只有强力的执法监管，
才 能 推 动 企 业 全 面 履 行 安 全 生 产 责
任。从政府层面来讲，怎么能够科学执
法、规范执法、严格执法，是要不断改进
的方面。第三，科技兴安。一些风险大
的岗位，要推动机械化、自动化，把这些
危险岗位的人员换下来，用现代化科技
手段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我国应急管理综合能力水平稳步提升——

2018年实现安全生产事故“三个下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本报东京1月22日电 记者苏海
河报道：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全球健康
论坛推介会 22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博
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全球健康
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中国驻日本
大使程永华和日本健康产业代表等约
200 人出席。

据介绍，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
坛首届大会将于今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
在中国山东青岛举办，本次大会由博鳌
亚洲论坛、山东省人民政府和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举办。

李保东介绍，博鳌亚洲论坛在促进
亚洲区域合作与全球共同发展的同时，
也密切关注与民生相关的重大问题，积
极参与全球健康领域的交流讨论，致力
于打造一个健康领域的全球对话与合
作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全球

健康论坛推介会举行
1 月 22 日 ，

江西广吉高速公
路全线通车，图
为航拍下的广吉
高速吉水县水南
段。广吉高速于
2016 年 9 月开工
建设，总长约189
公里，是国家高
速公路联络线福
建莆田至湖南炎
陵中的一段，也
是江西唯一被列
入全国第一批 8
个绿色公路建设
典型示范工程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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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