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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以来，河北涉县关防乡后池村漫山遍野彩
旗飞舞，村民们忙着挥锹除草、整修梯田。

2月 8日一大早，后池村的父老乡亲们、回家过
年的大学生、务工人员等 100 多人扛着劳作工具，
背着干粮向山上走去。后池村党支部书记刘留根
走在队伍最前面，他鼓励大家：“一年之计在于春，
我们受点累、受点苦，既是为自己干，也是造福子
孙。”

刘留根告诉记者，后池村地处太行山深处，素有
“地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之说，上山的小道坡陡路
险、崎岖不平，车辆不能通行，村民都是赶着毛驴上
山耕作。为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市县政府从梯田
整修、生态景观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等7个方面进行
了专业规划和高标准打造。引水上山，绿化荒坡，修

复梯田，发展旅游……一项项工程稳步推进。到
2018 年，当地形成了 3500 亩梯田、近万亩林地和
1600 万元的集体资产，年收入达到 117 万元，是
2016年的7倍多。

行走在平坦的环山路上，放眼望去，昔日荒芜的
梯田如今生机勃勃。按照规划，关防乡计划集中修
复近2万亩梯田，打造“中国北方旱作梯田示范区”，
通过栽植油菜、
中药材、各类果
树等经济作物，
建成集生态和景
观于一体的多彩
梯田，全面推进
旅游业发展。

河北涉县：

山 村 春 耕 忙
本报记者 宋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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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振询，1904 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 年 2 月，邓振询被选为闽赣两省
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先后担任江西
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江西
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全国手工业工会委
员长等职，“为了大家舍小家”，他全身心投
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3年 10月，在苏区“扩大红军突击
月”活动中，邓振询领导的“全总执行局西

冈扩红突击队”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扩红突击队”，他本人被评为苏区
“扩红模范”。1934年1月，他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为发展和建设中央苏区做出积极贡献。

1934年10月，邓振询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
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路上艰险备尝，战斗频繁，但每到一
地，邓振询总是不顾疲劳，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宣传党和红军的政
策，说服和动员群众为红军提供粮食等必需给养，保障红军部队基本生
活的供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邓振询担任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陕甘宁
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兼工农厅长，致力发展边区生产和经济建设，废除旧
政权的苛捐杂税，为调动边区人民抗日积极性做出了贡献。

1938 年 1 月起，邓振询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苏皖区委书记、江南区委副书记等职，奔走于赣南闽西、湘鄂赣、湘赣、
苏皖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协助完成新四军第二支队的
组建任务。1943 年 3 月，邓振询主持召开了苏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
通过了“苏南施政纲领”，成立苏南行政公署，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抗日民
主根据地，使其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桥梁。

1943年 8月 3日，邓振询在江苏省江宁县布置检查工作时与敌人
遭遇，转移中过秦淮河时不幸牺牲，年仅39岁。

邓振询烈士的孙女邓春兰说：“为让后辈传承红色基因，记住历史，
我每年都会带着女儿祭奠祖父，接受革命教育。祖父那种‘革命生死为
大众’、舍小家为大家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邓振询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坚定不移的革
命信念，正引领和激励着家乡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文/新华社记者 邬慧颖

（据新华社电）

邓振询：“革命生死为大众”

“东风送暖天山秀，西
域迎福塔河新。”春节期
间，新疆处处洋溢着喜庆
的节日气氛，一副副春联
歌颂时代、折射变迁，读来
令人回味。

“上联：抓产业保增收
促脱贫 共圆梦想一条
心；下联：访民情惠民生聚
民意 民族团结一家亲；
横批：国泰民安。”这副春联
贴在新疆工信厅驻村第五
工作队大门上，道出了驻村
工作队及贫困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开展民族团结、脱贫
攻坚等工作的信心和努力。

工信厅派驻扶贫干
部、莎车县乌达力克镇幸
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武
民，携家人看望了结亲户
图尔荪·图拉尼亚孜一家，
送去了礼物与祝福。两家
人坐在一起唠家常，探讨

“致富经”。去年，在王武
民的帮助下，图尔荪·图拉
尼亚孜开了家小商店，每
月收入稳定在 2000 元左
右。另外，养鸡收入 1.2
万元，再加上地里的收成，
五口之家实现了脱贫。“新
的一年，要在党的富民政

策支持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
活。”王武民拉着亲戚的手说。

“上联：战风沙 迎霜雪 穿山架桥铺大道；下
联：斗寒暑 披星光 戈壁荒漠筑坦途；横批：壮志
凌云。”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春联以建设、发展为关
键词，如这副贴在铁路建设工地上的春联，折射出建
设者不畏艰辛、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春节期间，洛
浦县境内的和田至若羌铁路建设工地热火朝天，工
人们加紧施工，在工地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这条铁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建成后将结
束洛浦、策勒、于田、民丰、且末 5 县不通火车的历
史，并与南疆铁路、喀和铁路、格库铁路，构成环塔里
木盆地铁路圈，为新疆群众开辟新的大道。

“上联：大漠渔乡鱼腾欢跃；下联：各族宾客宾至
如归；横批：福缘福海。”这副春联出自福海县阔克阿
尕什乡的一间农家乐，表达了当地群众对“旅游富
民”的期盼。该县利用新疆重要的渔业基地——乌
伦古湖，大力发展旅游业、“渔经济”。

“我们以民俗文化、特色饮食为招牌，培育民宿
和餐饮业。”村党支部书记达吾列恩·热夏提告诉记
者，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专门请来专业厨师教授
烹饪技术，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日益高涨。

新疆把旅游业作为“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去年
以来旅游市场火爆。统计显示，春节假期全区共接
待国内游客 301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6 亿元，
同比增长均超过七成。

上图 2 月 17 日，陕西省渭南市

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群众敲锣打鼓。

当日，渭南市“2019 正月里·新春

文化大庙会”活动启动，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文

化魅力。

崔正博摄（中经视觉）

2月16日，湖南省洞口县万利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农民正在选购农机。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好政

策，洞口县农民种粮积极性越来越高，立春后，纷纷到农机市场选购耕田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为春耕生产

做好准备。 滕治中摄（中经视觉）

今天，车站迎来了外出务工返程高峰，2000

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分批乘火车前往千里之外的

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节前，我和同事就到劳动

保障部门和务工人员集中的村寨收集信息，统一

提前为他们办理车票，并送到他们手中。今天尽

管车站客流量很大，但购票进站旅客井然有序，

务工人员不用再为买票而烦恼了。

7年前，来自云南沾益的孙春燕和张贵才两

口子到浙江打工，每年能存下六七万元。他们告

诉我，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的有效渠道。为了让

务工旅客更加温馨，我们开辟了绿色进站通道，

为他们提供针线包、雨伞等日常物品。

温馨提示：铁锹、剪刀等锋利的务工工具不

能带进车站，请在进站前检查自己的行李、包

裹，防止耽误行程。车站还开设了务工人员服

务台，需要咨询或帮助的务工旅客可到服务台

找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让外出务工之旅更温馨
2019年2月17日 多云

云南曲靖站值班站长 董燕琼

本报北京2月17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2018 年 6 月以来，P2P
网络借贷平台风险频发，严重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
济秩序。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密切会同有关监管部门，依法开展侦查
办案，全力以赴追赃追逃，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市场经济秩序。

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 380余个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网贷
平台立案侦查，据不完全统计，已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现
金、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涉案资产价值合计约百亿元，并仍在持续追
缴中。

据介绍，2018 年 6 月以来，一些地方的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投资
群众集中报案，案件高发态势凸显。犯罪嫌疑人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触犯“为自身融资”“归集出借人的资金”等禁止性
规定，进行虚假宣传、虚构投资标的、肆意占有挥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活动。调查发现，平台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在案发前失联、逃匿的就
超过百人，其中部分已确认逃往境外，有的甚至提前办理好第三国证
件，为潜逃跑路做好准备。

对此，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响应、积极行动，将打击重点对准庞氏骗
局、情节严重的网贷平台，成功侦破了“联壁金融”“理财咖”“礼德财富”
等一批重大案件，有力震慑不法分子。目前，“联壁金融”“理财咖”等案
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礼德财富”等案件已经移送审查起
诉。期间，公安部将缉捕涉嫌犯罪的网贷平台嫌疑人列为当前“猎狐行
动”的首要任务，派出多路工作组，实施专项追逃，已成功从泰国、柬埔
寨等16个国家和地区将62名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

公安机关对380余个网贷平台立案侦查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冀中平原有一个区队长，指挥平原小部队，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屡次以突然袭击给敌人予歼灭
性的打击，他就是战斗英雄乾云清。

乾云清，1906年出生，湖南人。少年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参
加了长征。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乾云清随八路军第 120师转战晋西北抗
日战场，任特务团连长。不久，调冀中警备旅，任营长、作战股副股长。

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实行
野蛮的“三光”政策。时任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31区队队长的乾云清，
率领部队活动在深县、束鹿、赵县、晋县等地，屡次以突袭等方式给日军
以迎头痛击。一次，通过连续侦察，乾云清发现，每逢护驾池“大集”，前
磨头据点的日军都会全副武装地沿着新修的公路来这里“护驾”，早晨
过来，下午原路返回。摸清了这一情况后，他决定在这里打个伏击。于
是，在下一个护驾池“大集”到来之前，他和侦察员一起把敌人的出行路
线仔仔细细地“踩”了一遍，并把伏击阵地设在了距孙家村公路50米的

“青纱帐”里。护驾池“大集”这天拂晓，乾云清带着队伍在预设阵地隐
蔽起来。8点半左右，当30多个鬼子从前磨头据点大摇大摆地走到距
伏击阵地二三十米处时，公路两侧突然射出了密集的子弹、扔出了几颗
手榴弹，许多鬼子还没明白过来就被打死在公路上。这场“一边倒”的
战斗只持续了不到 15 分钟，30 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所携带的一挺

“歪把子”机枪、20 多支“三八大盖”及一具掷弹筒成了八路军的战利
品，我方在战斗中只损失了一员。这场伏击战的规模虽然不大，却创造
了冀中第6军分区突袭敌军的模范战例，受到冀中军区通令嘉奖。

1943年 5月，乾云清调任冀中警备旅 40区队队长，亲自指挥了大
里寺、西泽北、和庄、黄龙等20多次战斗，缴获敌军大批武器装备，活捉
日伪军100余人。日军指挥官也不得不称赞：“八路军的战术高明，乾
部队真是厉害！”战士们也十分信任、佩服他，常说：“跟着乾队长，天天
打胜仗！”

1943 年 8 月，我军在深县黄龙与日军展开激战。乾云清奋勇当
先，战斗接近尾声时，他身中日军流弹，不幸壮烈牺牲，时年 37岁。牺
牲后被冀中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

2014 年，乾云清被收入选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 300 名著
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文/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新华社电）

乾云清：“战斗英雄”奋勇当先

（上接第一版）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 1 万台；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突破12万辆、占全国13%……一大批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18年全省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13.9%和16.3%，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比重达29.4%。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农村改革，在安徽也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并发表
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滁州市市长许继伟介绍，几年来，滁州市一批改革在
全省全国率先取得突破，率先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率先推出“农权贷”，小岗村
喜领全国第一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大包
干”带头人群体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县域医改“天长模式”、农
田水利建管机制改革“定远模式”、农村垃圾治理“来
安模式”等一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安徽正不断推
深做实农村改革，持续激发乡村振兴的动能和活力。

在安徽，农民手中的“红本子”正在变成“活资
产”。2018 年，安徽在全省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三变”改革的村分别达 5856 个和
3752个，累计分红1.2亿元。

在创改并进、动能转换的同时，安徽省党员干部
牢记总书记“三严三实”的谆谆教诲，“严”字当头，

“实”干争先，刹歪风，克痼疾，实现了党风政风持续
好转。

2019 年 2 月 11 日，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会议上，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再次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三严三实”、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三严三实”的优良作风、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民主
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坚决破除“多、推、虚、浮”的问题，
做到规矩严在经常、监督就在身边、作风转在实处。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1386 起中，发生在 2013 年至
2018 年的分别为 2534 起、2598 起、1850 起、1649
起、1034 起、726 起，分别占总数的 22.3%、22.8%、
16.2%、14.5%、9.1%、6.4%，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安徽省连发数道“禁
牌”，严令禁止，绝不姑息。

2017年 8月，安徽省纪委结合实际，印发《关于
严肃查处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通知》，聚焦
3 个方面问题，即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脱贫
攻坚的决策部署不及时、不到位、“中梗阻”问题，脱

贫攻坚工作背后不干事、不担事、消极应付、不作为、
慢作为等问题，以及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切实际编材
料、填报表、搞检查等做表面文章增加基层负担等
问题。

2018 年，安徽省委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
德”专题警示教育，提出了“六聚焦六整肃”，将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2018
年 4 月到 5 月，安徽省委部署开展了以“查问题、出
硬招、改彻底”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大排查大调研，对
发现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向全省各省辖市和 23
个省直单位点对点反馈意见建议 196 条，严格督促
整改到位。2019 年 2 月上旬，中共安徽省委印发

《关于坚持“三严三实”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的意见》，提出“十戒十做”，要求从省委做起，从
省直机关抓起，从具体问题改起。

与此同时，安徽省坚持好干部标准，建立激励机
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树立重实干重实
绩的用人导向，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

创改齐发，严实并重，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
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机遇，锐意进取，奋力打造一支
作风过硬的队伍，开创一片创新争先的热土，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扎实前行。

左图 2 月 17 日，山东青岛洛

阳路一小学生在安装灯笼。当日，

学生在学校的“创木空间”里通过

科技辅导员指导，学习使用拉花锯、

激光雕刻设备自制花样灯笼，迎接元

宵佳节。 王海滨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