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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今年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
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颁发

给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

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

在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
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
者、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 年 7月停战后至 1958 年

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
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
发放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和个人
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组织统计为
主，个人申报作为补充。组织统计不能覆
盖且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可于2020年

7月25日前，填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个人申报
表，由本人或授权代理人向其户籍所在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表下载地址及各地区受理部门情况
详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表彰奖
励专栏（www.mohrss.gov.cn）。审核
确认后，于2020年10月开始陆续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审议通过并实施，可谓是“立”之有理、正
当其时。

维护国家安全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事项，
属于中央的“保留管辖”事项。香港是直辖于中央
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中央对香港的国家安全
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全
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根据宪法、香港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结合香港具体情况，制定香港国安法具有毋
庸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既契合法治精神、回应
广大民意，也遵循国际惯例。以美国为例，美国是
世界上最重视国家安全立法的国家，也是国家安
全法律体系最完整的国家。美国作为联邦制国
家，联邦与州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立法机构和司
法体系。但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的重大
事项，就必须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美国国会来决
定。如果有人认为，对香港拥有主权的中国无权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保障国家安全，显然是持
双重标准和伪善的表现。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中央果断出手，依法打
击极少数破坏国家安全、践踏香港法治秩序、危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是香港现实所需、长远
之计。

香港自回归以来，一直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
立法的宪制责任和法律义务。香港现行法律中一
些源于回归之前、本来可以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
有关规定，也长期处于“休眠”状态。除了法律制
度外，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
和执法权力等方面亦存在明显缺失。总而言之，
无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还是执行机制都
明显存在不健全、不适应、不符合等“短板”问题，
致使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近年来在香港愈演
愈烈，对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危
害，亦严重践踏香港法治、破坏社会稳定、重创经
济民生，对香港700多万市民的权利保障和切身
福祉构成直接侵害。因此，出台香港国安法是势
在必行、为所当为之举。

坚守“一国”之本，兼顾“两制”差异，香港国安
法是中国立法实践的又一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央
依法治国、依法治港的科学理念与担当。

这是一部将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紧密结
合的法律。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应尊重和保障人权，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坚持法治原
则；明确规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的构成及其刑罚，案件管
辖、法律适用和程序等内容，厘清了法律界限和适用范围。这部法律的实施
不仅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形成精准打击，有助尽快恢复香港法治秩序，
更使香港居民依据基本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好保障。

这是一部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中央政府
和特区政府都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香港警务处、律政司成立相应的执法
部门和检控部门……香港国安法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缺失，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两个层面、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两个方面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形成全
网络、全链条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体系。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必将有力推动香港由乱而治，
穿云破雾再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向贫困发
起最后的冲锋。

无数共产党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豪迈斗志，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克服难以
想象的种种困难、跨越难以尽数的重重关
卡，带领贫困群众走上向着美好新生活的
康庄大道。

读懂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就能读
懂中国反贫困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密码。

尽锐出战——
面对党中央的要求、

人民的呼唤，一批批共产
党员挺身而出、奔赴战场

9899万人——这是截至2012年底，
我国贫困人口总量。

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历史、向人民作出
的庄严承诺。

短时间内让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均无先例。

打非常之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面
对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呼唤，一批批共
产党员挺身而出，毅然奔向一处处没有硝
烟的战场。

2016年，在青海省盐化工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工作的“90后”共产党员赵
军章主动请缨参加驻村扶贫。

临出发前，他琢磨着，自己从小在农
村长大、熟悉农村情况，下去干扶贫工作
应该能比别人更快进入角色。

哪知道，到青海化隆县上吾具村报到

第一天，赵军章就傻了眼。村里只有一条
路，村民房屋十分破旧，驻村工作队连个
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最让人失望的还
是村民的精神状态，村委会旁不大的小卖
部里挤满了打扑克的闲人。

召集村里党员开会，好多人根本不
来；宣传政策，赵军章在上面小讲，村民在
下面大讲；每次开会提出的事，村民大多
反对。村民们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你这
么年轻，你懂啥？你能办下啥事？”

怎么办？初来乍到的赵军章为了打
开村民的心房，想到了个笨办法——多跑
腿。接下来的时间，他每天挨家走访。有
的年轻人对他不理睬，他就拉着老人聊
天。走的次数多了，村民们终于不再抵
触，逐渐对他敞开了心扉。

对村里情况和村里人诉求有了底后，

赵军章带着村民一起努力：争取资金进行
危房改造，发展中药材种植、土鸡散养等
特色产业，抓好党建激活人心……慢慢
地，村容村貌、村民心态都发生了可喜
变化。

2018年底，上吾具村一举摘掉了贫
困帽。村民们都说，是赵军章这样的带头
人凝聚了人心力量、改变了贫困命运。

“山里凉，来喝杯热茶，暖和一下！这
是黑麋峰出产的拳头产品黄金茶。”3月
28日，湖南长沙桥驿镇在大山里开起了
展销会，黑麋峰村第一书记周若愚亮开嗓
子吆喝着，将一杯杯香气扑鼻的黄金茶递
到游客手中。

不到两个小时，周若愚带来的茶叶销
售一空。

（下转第四版）

记者走进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苏
苏村时，正赶上一场大雨。雨中，村民们
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无论在肉鹅养殖场，
还是在果蔬大棚和优质稻田里，辛勤工作
的情景随处可见。

2017年，苏苏村765户居民中还有
112 个贫困户。经过两年多奋斗，到
2019年 10月，苏苏村的贫困户全部脱
贫，村经济从单一种植业延伸到肉鹅养
殖、果蔬种植、秸秆打包等。

“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苏苏
村党建中心，村党支部书记齐更春打开了
话匣子。“苏苏”是赫哲语，意为草木繁盛
的地方。但与这个欣欣向荣的名字不相
称的是，曾经的苏苏村仿佛生了穷根，一

些贫困户“人闲、心散、干活就犯懒”。“当
时的苏苏村，债务多、矛盾多、纠纷多、诉
求多，是令人头疼的难点村、贫困村和软
弱涣散村。”齐更春说。

改变发生在2017年4月党组织派来
驻村工作队后。从那时起，以党建为统领
的扶贫工作在苏苏村展开。村党支部和
驻村工作队提出带头做表率，积极开展

“整顿行动”“比学行动”等，并推行党员服
务示范区、“十星级党员”评定、党员“一带
三”帮扶等举措。

驻村工作队的到来，让苏苏村村民有
了脱贫致富的信心。村党支部和驻村工
作队经过调研，结合村里实际，发展村集
体经济，创办村集体企业，并依托集体企

业和专业合作社发展肉鹅养殖、果蔬种植
等特色扶贫产业。

这些举措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
建设肉鹅养殖场的大部分工程都是村民
自己“上阵”，仅用50天时间，面积1.5万
平方米的养殖场就建成了。目前，苏苏村
饲养肉鹅已达6000只。精品果蔬项目也
形成草莓、车厘子、辣椒等10余个品种、
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

苏苏东旺果蔬专业合作社的一处果
蔬大棚内，合作社理事长李东正在察看草
莓的长势。生在农村的李东，深知土地是
农民的生存之本，但土地产出效益不高始
终困扰着农民。为探索一条特色化的路
子，他决心在设施农业上寻求出路。李东

与4名好友在2015年成立了桦川县苏苏
东旺果蔬专业合作社，并在2016年初流
转19户土地121亩，建设太阳能温室大
棚2栋、超级温室大棚8栋。合作社当年
即投入了生产，立即见效，生产绿色蔬菜
20多万斤，每天从四面八方到苏苏东旺
果蔬产业园采摘的平均有100多人。

为办好特色合作社，李东还着手建立
全新机制，由个人投资入股逐步向“单位
入股”转变，变“个体化组合机制”为“集体
化合作机制”。2017年，苏苏村投入产业
资金50万元入股合作社，增强了苏苏东
旺果蔬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更多适合本
地生长的果木品种被引了进来。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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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初心赴使命 热血写春秋
——记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

本报北京7月2日讯 记者曾
金华报道：国家税务总局2日发布
统计数据显示，1月至5月，全国累
计为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6324亿
元。全国税务系统通过税收政策落
实稳外贸发展，用出口退税速度保
市场主体，有力保障了出口企业盘
活资金、稳产稳销。

今年3月，税务总局会同财政
部联合发布《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
口退税率的公告》，提高1464项产
品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提
高，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
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在疫情全球
蔓延、外贸市场低迷背景下，有力提

振了外贸企业信心。”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樊勇表示。

为加快退税速度，税务部门积
极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将全国正
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再提
速20%。截至5月底，无纸化退税
申报企业户数已占全部申报企业
户数的93%，退税额占全部退税额
的96%。

同时，税务部门大力实施出口
退税全程“非接触式”办理。自2月
10日推行以来，已有近29万户企
业通过“非接触式”方式申报办理退
税4324亿元，切实降低办税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北京7月2日讯 记者韩
秉志报道：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
知》，鼓励高校毕业生围绕社区服务
需求就业创业，支持社区服务类企
业、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或
组织见习，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
区服务领域创业和灵活就业。

通知提出，社区工作者队伍出
现空缺岗位优先招用高校毕业生，

着力补齐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中
暴露出的社区工作力量短板，完善
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政策措施，培育
发展各类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通过服务供给增加
带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通知强调，强化高校毕业生社
区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加强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观念引导，关心城
乡社区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成长发
展，加大从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中
招录（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特别是街道（乡镇）干部力度。

黑龙江桦川县苏苏村：

立下小康志 拔除穷困根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刘春沐阳

保障出口企业盘活资金稳产稳销

前5月出口退免税累计达6324亿元

着力补齐社区工作力量短板

社区空缺岗位优先招用高校毕业生

7月2日，江西省安远县东
江源国家湿地公园，重峦叠嶂，
山水如画。

东江源是粤港居民重要的
饮用水水源地。为保护东江水
质和东江源头生态环境，送粤
港同胞一江清水，安远实行企
业上马先盖“绿章”制度，发展
生态旅游，着力建设粤、港、澳、
闽旅游休闲的“后花园”和大湾
区生活休息旅游共享区。

刘 青摄（中经视觉）

守护东江源

清水送粤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