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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当地时间
7月1日，欧盟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15个国家开放边境。

欧盟发布声明称，新冠肺炎疫情流行
病学最新情况显示，中国、日本、韩国等15
国已控制住疫情，向其开放边境是安全
的，欧盟将分阶段对上述国家开放边境。

这是欧盟自今年3月份以来首次对非欧
盟国家开放边境。欧盟将每两周评估并
更新一次边境开放国家名单，对评估结果
为安全的国家将取消旅行限制。

然而，欧盟仍将对美国、俄罗斯、巴
西等新冠肺炎高感染率、高死亡率国家
关闭边境。

（上接第一版）
在长沙市国资委工作的周若愚，明

年就要退休了。原本可以在机关里“退
居二线”的他，却主动来到黑麋峰村这
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挑起了104户贫
困户脱贫的重担。

“我来，就是啃硬骨头的！”工作经验
丰富的他，深知贫困户最需要帮助的就
是扶智和扶志。采取合作社代养模式帮
助贫困户脱贫、手把手教村民管理茶园、
打造一支永远撤不走的工作队……在周
若愚的不懈努力下，黑麋峰村焕发出崭
新面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为
如山的责任、庄严的承诺。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
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
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名。他们坚守
在全国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方，向贫困
堡垒发起最后的冲锋。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生于斯长
于斯的老支书、老党员初心不改、砥柱
中流，千里驰援的第一书记、帮扶干部
尽锐出战、不胜不归，更有思念故土的
农民工党员、“能人”党员响应号召、返
乡“参战”。

安徽黟县塘田村，贫困一度如同延
绵的大山，世代横亘在塘田人面前。

走出过大山的老兵黄忠诚，退伍后
创业小有所成。2011年，黄忠诚不再操
持自己蒸蒸日上的木材生意，而是回到
家乡挑起村委会主任的重担，“作为一
名党员，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他每天起早摸黑，把道路、供水、供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民生、发展
经济的突破口。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优势，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让沉寂
已久的荒山重焕生机。

2016年9月5日，在黄忠诚的不懈
努力下，塘田村茶叶专业合作社首次分
红，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
承诺。

手捧分红款，贫困户们却哭了——
因积劳成疾，黄忠诚突发脑溢血倒在了
分红现场……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共产党员始终冲锋在前，不辱崇
高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不懈奋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共产党员啃硬骨、涉险滩，
奋力向贫困堡垒发起冲锋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缺
水少电……

走进大山深处的贵州遵义播州区
团结村，远远望去，一条绝壁上的“水
渠”仿佛蜿蜒的血管穿行在大山之间，
向周边群众输送着生命之水。

村民们亲切地把水渠称作“大发
渠”。正是在老支书黄大发的带领下，
村民们钢钎凿、风钻敲，硬是在峭壁悬
崖间，挖出一条近10公里的“天渠”。

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
岩陡，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
走，根本留不下来。温饱更是奢求——
有歌谣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
一年四季苞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

对于贫穷，黄大发有更深的体会，
自幼失去双亲的他吃村里的百家饭长
大，始终心系着这片土地和乡亲。带领
群众开山修渠、走出贫困，成为他一生
的梦想。

擦耳岩——意为在这里站立，人的
耳朵都要擦着岩石，其险峻可想而知。
修渠到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绝壁无
法测量。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
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大家看
不到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直到黄大
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
大家这才放了心。

“没有老支书黄大发带头，这个工程
修不起来！”当前后历经30余年修建的

水渠终于完工，清亮的渠水第一次流进
村里，大家捧着渠水喝不够：“真甜啊！”

修一条渠，引来生命之水；筑一条
路，驱散贫困之霾。

小坝村，四川江油市最偏远的村。
群山阻隔、不通公路，让小坝人世世代
代受穷，村民用山货换袋盐，都要翻过
几个山垭。

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誓要
为村民找出一条“出路”。

1992年，乡里筹措资金号召村民修
路，时年24岁的青方华第一个站了出
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村里8名青
年成立先锋队，带头背炸药，用钢钎凿
洞、雷管炸山，硬是建成了小坝村第一
条通村公路。

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只修通一条山
路远远不够，必须整体提升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当选村支书后，青方华开始规
划通组联户的路网，并郑重向全村群众
承诺——“一定要修好村里的路，带领
乡亲们发家致富”。为了实现这个承
诺，青方华一干就是18年。

一条条道路不断延长，一个个希望
不断萌生……到2016年，小坝村终于
打通了所有入户路。

路通了，青方华又带领村民们种木
耳、育香菇、养蜜蜂，想尽办法为村民寻
找致富门路。没想到，2016年12月，在
走访贫困户的路上，青方华乘坐的车意
外坠崖，48岁的他再也没有醒来。

如今，小坝村已经脱贫，正一步一
步迈向小康。村民们行走在一条条浸
透着青方华心血的路上，目光坚定、脚
步不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牺牲与奋斗，换
来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地处中缅边界的云南瑞丽市勐秀
乡，“村官鸡”品牌小有名气。创立这个
品牌的，正是一名昔日的大学生“村
官”——段必清。

2009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段必清
考上“村官”，来到勐秀乡户瓦村工作。
小山村贫困群众的生活，让在城市里长
大的他深受震撼。如何找到适合这里
的脱贫产业？

经过调研，他发现山区生态环境
好、森林资源丰富，适合发展生态养殖
业。但是村民一直以来习惯了种植业，
对土鸡养殖不感兴趣。思来想去，他决
定自己先“试水”，只有自己成功了，别
人才有信心跟着一起干。

第一年养殖，从来没喂过鸡的段必
清交了惨痛的学费：1000只土鸡苗死
了近一半，卖鸡的钱还了租金、饲料钱，
不但没剩余，还欠下工人工资。

照书本学、上网查、多方请教养鸡
技术……段必清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不断摸索前进，逐渐成了当地家
喻户晓的“鸡司令”。加入养殖合作社
的村民，户均年增收数千元。

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后，段必清
没有离开。“通过养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尽
管步履蹒跚，但我一直奋力向前！”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沉淀多
少真情。那些浸透汗水的衬衫、沾满泥
点的裤腿、黝黑通红的面庞，是共产党
员们留下的最美印记。

决战决胜——
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

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
最后胜利

3月6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
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
会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
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
任何退路和弹性。”习近平总书记话语

铿锵。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2

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
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
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
上。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
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脱贫。”看似简
单的一句话，生动概括了广西乐业县百
坭村第一书记杨杰兴现在的工作状态。

乐业县是广西目前尚未脱贫的8个
贫困县之一，对于扎根百坭村的杨杰兴
来说，脱贫攻坚不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
任务，更是他对已故同事——百坭村原
第一书记黄文秀沉甸甸的承诺。

“纪念文秀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
扶贫工作做好，以实际成效告慰她。”接
过黄文秀的“接力棒”，杨杰兴成为百坭
村脱贫攻坚路上的带头人。

受疫情影响，百坭村2000多亩砂
糖橘滞销，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
什么问题。”最忙的时候，为了联系销售
渠道，杨杰兴一天打上百个电话，手机
要充两三次电。长时间接打电话导致
耳朵发红肿痛，他就戴上耳机继续打。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方联系之下砂
糖橘打开了销路，老百姓紧锁的眉头舒
展了，杨杰兴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砂糖橘之战”暂告一段落，但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的“战斗”仍在继续。
帮村民干农活、了解村民家里的新情
况、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杨杰兴
一刻也不曾放松。

“三区三州”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硬骨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是
“三州”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
不少凉山州干部压力倍增，布拖县乐安
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正是其中之一。

随着雨季来临，距离布拖县城仅30
公里的洛恩村“遭了殃”，刚抹平的水泥
路面被夜雨打得坑坑洼洼。木乃什古

硬是带人又干了一上午，才把被雨水打
烂的路面补了回来。

路面的问题解决了，各村贫困户安
全住房的建设任务仍然艰巨。虽然村
子离县城不算远，但当地本就吃紧的建
材仍然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
解决问题，木乃什古又带人从300公里
外的会理县拉回了5万多块砖。

每天只睡3个小时，睁开眼就开始
协调工作，就算感冒了也就是吃几片药
继续干……安全住房任务顺利完成，这
个“80后”却平添了不少白发。

疫情之下，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受阻，有的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复工
复产延迟……共产党员以时不我待的
强烈责任感和决战决胜的坚定意志，争
分夺秒、不舍昼夜，为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奋力冲刺。

——宁夏西吉县涵江村，第一书记
秦振邦一次次打开“脱贫清单”，确认近期
必须完成的任务：“3个村组4公里路面要
硬化，3户村民因房屋附近滑坡要搬迁”；

——云南贡山县双拉村，党总支书
记王国才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好
的草果、魔芋、黄精，全力帮扶村里最后
两个贫困户；

——甘肃临夏市王坪村，第一书记
马兴文在村里一片烂草滩上新建成的
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期望通过乡村旅
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

……
在已经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未雨

绸缪、夙兴夜寐，尽最大努力不让一户
群众返贫。

在还未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更是
殚精竭虑、冲锋在前，想尽办法不让一
户群众掉队。

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党旗始终在
高高飘扬……

文/新华社记者 林 晖 黄 玥
孙少龙 谢 佼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上接第一版）
苏苏东旺果蔬专业合作社还成为苏

苏村扶贫产业基地，并与苏苏村形成了
村社精准扶贫共同体。根据贫困户家庭
实际情况，通过资本收益带动、定价代售
分红等不同的联结模式，为贫困人口致
富开辟新路。目前，苏苏东旺果蔬专业
合作社雇用当地贫困户和村民40人以
上，这些人月平均收入超2000元。

2018年，苏苏村摘下“贫困村”的帽
子，并获得桦川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其党建统领扶贫的“十星级党员”评定等
模式还在黑龙江全省推广。昔日软弱涣
散村，今朝成了党建示范村。苏苏村集

体企业和合作社开展扶贫项目每年可为
贫困户增收1500元。加上国家在村里
推出的光伏发电等精准扶贫项目，贫困
人口年人均可增收3000元。

“随着一个个扶贫产业建起来，贫困
户也越来越勤奋，越来越自信，大家都觉
得小康生活不是梦想。”苏苏村驻村第一
书记石鹏说。说起小康，许多苏苏村村
民都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吃得好、住得
好，居住环境越来越好。在齐更春看来，
小康就是大家不断地追求更好的生活。
目前，村里正计划发展包括种田和养殖
的庭院经济，打造农家乐项目，将苏苏村
距离县城仅4公里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
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近日在函复参
议院质询时指出：“关于新冠病毒起
源，目前不掌握任何可能将病毒来源
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联系到一起的证
据。”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指出，法
国已支持一项由欧盟于5月份提交世
界卫生大会的决议，要求世卫组织继

续加强工作，并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密切合作，推动调查
病毒的动物来源与向人类传播的
机制。

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表示，在当
前阶段，法国的优先任务是继续推动国
际抗疫合作，并巩固多边主义，法方已就
此与中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欧盟对中国等15国开放边境

法国外交部：

没有任何病毒起源与武汉研究所相关证据

长江发生第1号洪水 南北方全面进入主汛期
国家防总、水利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今年52岁的曹辉是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和政县三合镇尕新庄村的一
名普通村民。他二十几年如一日，为了
啤特果种植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为农民
增产增收，不辞辛苦地奔波着。

从提着篮子，用人力车、自行车做
买卖，发展到开着四轮农用车做生意，
曹辉卖啤特果的干劲越来越足，收入也
越来越高，左邻右舍有不少人跟着他做
起了啤特果的生意。

不过，啤特果不易保存、销售期短
问题一直困扰着曹辉。解决问题的最

好办法就是建冷库。2002年，曹辉多
方筹措资金，修建了全县第一个30吨
容量的啤特果冷库，当年收入8万元。

初尝甜头的曹辉，更大愿望是让村
里人都富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尕新庄
村村民陆续修建了8座冷库。他还指
导附近乡镇群众建设4座冷库，储量达
600多吨，每年销售额上百万元。

2011年，曹辉组织104户果农，成
立了和政县辉林仓储销售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1200多亩，建成了1590亩啤
特果基地，采取“专业合作社+基地+果
农”的产业化经营形式，与农户签订收
购协议，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成立合作社就是要和大家抱团发
展。如今，合作社啤特果栽种面积达
3.3万亩，亩产量由1300公斤增至3100

公斤，品质达到无公害标准。”谈起这些
年合作社的发展，曹辉很是得意。

发展啤特果产业，不但改善了当地
生态，也让更多群众从中获益。尕新庄
村村民杨春花已在合作社工作 3年
了。她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还不耽
误照顾两个孩子。“每天一早忙完家务，
就去地里裁剪树枝、除草，去年我挣了
2万元。”杨春花说。

本着持续发展理念，曹辉又联系种
植大户和其他合作社，成立和政县啤特
果协会。在县里支持下，协会与果品加
工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如今，“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全县34
个贫困村、4200多户贫困群众参与啤
特果种植。曹辉还在合作社旁开设了
电子商务服务点，搞网上销售，部分啤

特果远销到东南沿海城市。啤特果已
然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2012年，曹辉光荣地成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党员。这些年来，他始终牢记
党员身份。从2013年1月开始，合作
社为新庄乡奋斗村等23个贫困村的啤
特果种植农户免费发放石硫合剂等无
公害防治药物；2019年5月，他出资2
万多元，平整加宽尕新庄村曹家塄社、
马家川社通往邻村的道路；今年2月，
曹辉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捐款2万元。

在曹辉看来，产业支撑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要进一步提
升啤特果专业合作社富民增收效果，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啤特果持续成
为我们的致富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
收致富”。

本报北京7月2日讯 记者杨学聪
报道：在2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集中或
居家隔离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隔离要求，
禁止外出及参加跨房间、跨家庭、跨院落
的聚集性活动。

庞星火提醒，虽然北京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稳向好，但风险依然存在，
市民不能放松警惕，要坚持做好个人防
护，不参加聚餐、聚会等聚集性活动。

庞星火表示，北京确诊患者中曾出
现没有新发地接触史，因与患者去过同
一处公共卫生间而感染的病例。为此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卫生间清
洁消毒指引。

指引要求家庭卫生间每日开窗通
风2次至3次，每次至少30分钟；没有
窗户的卫生间，应安装性能良好的排换
气扇，并每天保持一定时间使用。公共
卫生间要持续保持良好通风状态。及
时清理卫生间垃圾，保持卫生间的环境
清洁卫生。

指引提出公共卫生间洗手处需配备
洗手液等洁手用品；工作人员保持手卫
生，随时洗手或用含醇速干手消毒剂。
卫生间地面或墙面可用含氯消毒液擦
拭、喷洒消毒，作用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北京：

隔离人员禁止参加跨房间、跨院落活动

立下小康志 拔除穷困根

脱贫“金果果”圆了“致富梦”
——记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啤特果产业发展带头人曹辉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报北京7月2日讯 记者吉蕾
蕾从水利部获悉：2日，就长江发生今
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宣布启动水旱灾
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对沿江地区及
部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全面安排。国
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

表示，要加强水工程科学调度，充分发
挥水库群拦洪错峰作用，确保防洪
安全。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说，要密切
监视长江流域天气和汛情发展，加强
气象、水文联合会商，滚动分析预报洪

水过程和峰量变化，为工程调度和防
洪抢险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要统筹
考虑当前和未来降雨、上下游防洪形
势，科学调度三峡水库，联合调度长江
上中游梯级水库群等拦蓄洪水，充分
发挥防洪减灾效益，减轻长江中下游
干流防洪压力，尤其要努力减轻洪水
对湖北等前期疫情严重地区的影响。
此外，还要及时将洪水情况及预测预
报成果通报应急管理部，提请做好抗
洪抢险准备工作。

水利部：

加强科学调度 确保防洪安全

本报北京7月2日讯 记者常理报
道：当前，我国南北方全面进入主汛期，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处于关键阶段。
7月2日10时，长江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达到50000立方米每秒，发生2020年
第1号洪水。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
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日20时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向相关地区发出
通知，并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南和湖
北、安徽协助地方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
灾工作。

据了解，目前，长江中下干流及洞庭
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太湖水
位超过警戒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测，7
月4日至6日，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
等地降雨将加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区
高度重叠，预计长江中游部分河段可能
超过警戒水位，暴雨区发生山洪地质灾
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的风险
较高。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进一步统筹
指导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求切实
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
处。7月2日，国家防总向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
贵州、云南等地发出通知，要求牢固树立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密切监视雨
水情变化，强化会商分析研判，统筹协调
有关部门严防大江大河洪水，紧盯局地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
洪水和城市内涝防范，切实落实中小水
库安全度汛措施，提前发布预警避险信
息，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7月1日，受暴雨影响，S0101重庆三环高速綦万段（綦万高速）通惠往万盛方向K16+400M段山体滑坡，导致双向交通中
断。图为重庆高速集团南方营运分公司万盛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抢通。 王泸州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