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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庆节放假安排，本报于

10月 1日、2日、3日、4日、7日休

刊五期。敬告读者。

祝各位读者节日快乐!

本报编辑部
2019年9月30日

休刊启事

标题新闻

◎我国已基本消

除农村绝对贫困

◎落实“放管服”

改革出入境证件实现

“全国通办”

◎“10”至名归！

中国女排锁定世界三大

赛第10冠为祖国生日

献礼

◎今年前8月全

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

12亿人次

◎国庆期间北京

将举办盛大游园活动展

现“十园风采”

◎公安部预警：国

庆长假全国主干道路交

通流量激增

◎商务部：全力保

障国庆市场供应

◎交通运输部：

10月 1日预计 9时至

16时迎来国庆假期出

程高峰

◎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平台启用

◆ 齐心协力绘就中
国发展新画卷

位于祖国最东、最北的黑龙江，

是中国版图上每天最早迎接阳光的

省份。走进晨光中的黑龙江同江市

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一座座农家

“标配”小楼格外醒目。“现在收入多

了，住房好了，过上了几乎和城里人

一样的生活，实现了致富奔小康。”

村民吴桂凤说。

“70年来，黑龙江从‘北大荒’变

为‘北大仓’；从‘普遍贫穷’奔向‘全

面小康’；进出口总额增长 873 倍，

贸易伙伴发展到 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龙

江省委书记张庆伟说。

这 是 令 世 界 惊 叹 的 中 国 跨

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东部、中

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仅分别

为 257 亿元、146 亿元、127 亿元和

84亿元，到 2018年底分别增至48.1

万亿元、19.3 万亿元、18.4 万亿元和

5.7万亿元，增幅少则约700倍、多则

1800多倍。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型水轮

机组、大型风电机组、350 公里高速

动车组、高档数控机床等先进装备

率先实现国产化，其中高档数控机

床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辽宁沿

海经济带、吉林省长吉图开发开放

先导区、黑龙江沿边经济带开放步

伐加快，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

区、长春新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

正在加快建设。

在西部地区，共建“一带一路”

串起了多数省区市，陕西、重庆、甘

肃、新疆等进出口贸易显著增长，昔

日封闭内陆如今成为中国走向世界

的开放新前沿。

这 是 迈 向 高 质 量 的 美 丽 画

卷——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脱贫

攻坚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也持续改

善。“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减贫人

数全国第一，贫困发生率从26.8%减

少到 4.3%。”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说。广西2012年至2018年贫困发生

率从18%降至3.7%。

云南、西藏、四川、内蒙古等地

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以云南为例，2012 年到 2018 年，全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50.03% 提 高 到

60.3%，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和

85%以上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

种得到有效保护。

在中部地区，安徽等先进制造

业迅速发展。“从当年的中国第一台

VCD、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到今天的

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

全球最薄 0.12 毫米触控玻璃，创新

已经成为安徽的最靓名片。”安徽省

委书记李锦斌说，近年来，安徽一直

在经济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 12 年居

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

35%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到 5400

多家。

在东部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

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长期

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

以广东和浙江等为代表的制造业大

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2018年，

广东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接近 60%。浙江在

役机器人 7.1 万台，约 2/3 应用于传

统产业领域。

（下转3版）

绿意盎然的乔灌木植分布在

道路两侧，平整干净的柏油路一

望无际，初秋时节，记者一行驱车

进入照金镇，只见街道宽阔，建筑

宏伟，绿茵遍地，鲜花盛开，好一

座风景秀美的小镇！

穿过小镇步入大气磅礴的照

金广场，右侧一颗巨大的红色五

角星图案，在山坡上熠熠生辉，左

侧则是雄伟壮观的陕甘边照金革

命纪念馆，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

更显庄严肃穆。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照金

已经从交通不便、基础薄弱、信息

闭塞、发展能力差的边远小镇，发

展成为了配套完善、文化品位高、

环境友好、管理完善、就业充分的

红色旅游名镇！”照金景区管委会

有关负责人对记者如是说。

从革命老区到红

色旅游名镇

正值旅游旺季，65 岁的杜天

祥变得更忙了。

这位土生土长的照金人，目前

在照金镇北梁村陈家坡会议旧址

展馆担任讲解员。他总是一身红

军打扮，打得一手好快板，把陈家

坡会议遗址纪念馆的故事讲得活

灵活现，每每讲到动情处潸然泪

下，人们仿佛与他一同进入到那

段血与火的战斗岁月。

“这几年到照金来的客人越来

越多了！”杜天祥向记者展示他的

第 15 本签到册，上面密密麻麻地

记录着前来参观的单位和人数，

北京、河南、甘肃、浙江……“全国

各地的游客都有，近几年找我预

约讲解的非常多，最多的一天讲

了 31 场！”杜天祥颇有些自豪地

向记者比了比数字。

从革命老区到红色旅游名镇，

照金不是一蹴而就。地处深山的

照金曾是煤炭重镇，交通不便，老

区群众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贫困

边缘。

2011年 7月，陕西省促进铜川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领导小组第

二次会议确定了照金红色旅游景

区项目。2012 年 5 月，铜川市政

府、陕文投集团和陕煤化集团公

司在西安就开发建设照金红色旅

游景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当

年8月，照金红色旅游名镇一期项

目启动。

2013 年 8 月，一期项目竣工。

290户安置群众入住新居，陕甘边

照金革命纪念馆、干部培训中心、

创意街区等一批设施投入使用；

学校、医院、派出所、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实现顺利

交接……照金镇大变样，游客纷至

沓来。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照金景区

不断丰富旅游产品：2013 年建成

占地 600 亩的照金牧场，2015 年

投资运营照金国际滑雪场，2017

年推出红色主题“研学游”……照

金国际滑雪公开赛、照金山地自

行车赛、照金半程马拉松赛等体

育赛事品牌更是聚集了旺盛人

气，带动了饮食服务业、手工艺品

制造业等多产业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

2018 年 ，照 金 镇 接 待 游 客

379.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3.97 亿元，同

比增长 19.9%。“红色旅游名镇的

开发，给我们照金革命老区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活力，旅游发展持

续向好。目前，我们正在全力争创

国家 5A 级景区。”照金景区管委

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家门口好就业 居

民乐享新生活

清晨，太阳刚刚露出脸儿，照

金镇高尔塬村村民冯耀林便来到

自家的田地里，看见成片的艾草

长势喜人，闻着弥漫的艾草的清

香，冯耀林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我这地里种玉米，还只

能种一季，收成不好。我只能四处

打打零工，家里生活比较困难。”

冯耀林告诉记者，自己家中有6口

人，儿子和儿媳在外地打工，他和

妻子在家照顾老母亲和小孙子，

由于缺劳力、缺技术导致家庭贫

困。2018年，冯耀林把自家的十几

亩土地以每亩500元/年的价格流

转给照金润泽源中医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种植艾草，自己也成为了

厂里的产业工人。“工厂就建在家

门口，我不用出远门，每个月就有

2400 元的收入。老伴在家里有时

候也揽些卷艾条的活儿挣点零花

钱。”冯耀林笑着说，“我们两人一

年下来有好几万的收入，还能就

近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这样

的生活好啊！”

照金润泽源中医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是照金镇引进的扶贫企

业，按照“社区工厂+公司+农户”

的模式，公司带动了照金代子村、

高尔塬村和杨山村的 100 余户贫

困户种植艾草，“艾草产业投资

少、见效快,头年移栽,当年就能

见效,一年可以收两茬。”公司总

经理嫣小珍告诉记者，下一步公

司还将扩大种植、生产规模，吸收

更多农户闲散劳动力，带动当地

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

除了招商引资，照金镇不遗余

力地发展强镇富民产业，成立了

照金红色旅游发展集团，建立照

金红色城乡统筹就业创业培训基

地，通过土地流转、就业培训、农

特产品开发，形成了涵盖景区运

营、物业管理、特色农产品销售的

产业链条，核桃油、亚麻油、高原

干果和蔬菜等特色农产品走向市

场。如今，照金拥有商户、大型酒

店 等 90 余 家 ，带 动 就 业 2000

余人。

同时，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长中短结合、种养并举”的发

展思路，照金全面建立、健全利益

联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

群众收入。核桃示范园、海棠产业

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的打造，以

及湖羊、肉兔、秦川牛、藏香猪、蛋

鸡等养殖产业的发展，让老百姓

真正得到了实惠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镇

基础设施上了台阶，生态农业、物

业服务、景区管理等业务多点开

花，已经成为了老区人民致富增

收的多方渠道。”照金镇党委副书

记肖芳芳笑着对记者说，“越来越

多的农村居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能人’

返回家乡创业……”

弘扬照金精神 红

色基因永传承

“红色朝阳金色村庄，一抹丹

霞染透梢林山岗；信仰高原花海

绽放，革命的摇篮孕育着中国梦

想……血脉相连情深意长，红色

的热土旗帜永远飘扬……”今年

7 月 28 日，一首《红色照金》在照

金广场上唱响，优美的旋律和动

听的歌声，勾勒描绘出一幅壮美

的 英 雄 画 卷 ，牵 动 着 在 场 观 众

的心。

照金变美了，照金人民的生活

变好了，但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

红色基因。走在照金镇的大街小

巷，精心打造的红色景观，随处可

见的党建标语，无不展示着这块

红色土地上的不变初心。

2017 年，在铜川市公安局上

班的焦凤，第一次走进陈家坡纪

念馆，“到了这里我才真正了解了

照金故事，了解了老一辈革命家

的故事。”而这，也成为这个年轻

女孩选择成为一名讲解员的初

衷，“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一直在

激励着我。我希望能做一名传播

火种的使者，不忘初心，通过日复

一日地讲解让参观人员‘触摸’那

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让照金

精神真正走进年轻人的内心。”焦

凤告诉记者。

行走在照金，人们常常会看

到一群身着红军服、头戴红军帽

的人，在蜿蜒山路上前行、在烈士

纪念碑前深情缅怀。许多前来照

金参观学习的人说，照金有一种

极具感染力的氛围，让他们一次

次感到心灵的震撼，一次次经历

精神的洗礼。

在照金各中小学，“传承红色

基因”是一贯的教育主题，唱红

歌、讲红军故事、走红军路……学

生们在系列红色教育活动中，不

断学习革命先辈身上执着、奉献、

忘我的特质，也越来越明白，自己

怎样走来，未来将去向何处。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力量源泉。红色文化的传

承就是要从娃娃抓起。”2018 年

10 月被中宣部评为全国基层理

论宣讲先进个人的杜天祥告诉记

者，他经常应邀到当地学校给孩

子们讲革命先辈的故事，忆苦思

甜颂党恩，“你看看那边，咱们的

新农村，小洋楼、小花园，变化真

的很大！”杜天祥指着陈家坡会议

纪念馆旁的一栋栋新民居对记者

说：“现在的生活很美好，我们要

感恩。老前辈们在这里，用生命和

鲜血凝结了薪火相传的红色基

因，我要把他传承下去，也要让下

一代不断传承下去！”

新华社西安 9 月 27
日电（记 者 姚友明）27

日，中央文明办在陕西省

铜川市举办 9 月中国好

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106位助人为

乐 、见 义 勇 为 、诚 实 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的身边好人荣登“中国好

人榜”。

当月网上“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平台

共收到网民举荐的好人

好事线索142万余件，点

赞、留言、评议的网民超

过3100万人次。

在上榜好人中，辽宁

沈阳的小伙黄健东，坚持

7年义务捐献“熊猫血”；

湖南娄底“轮椅上的主

播”梁艺，通过电视节目

热心助人；广东韶关的廖

聪济一家祖孙三代，执着

守护红军墓 80 余载；河

南信阳78岁的乡村教师

朱天珍，深耕讲台一站就

是 59 年；重庆合川的传

奇老兵、上甘岭战役一等

功臣蒋诚，退伍不褪色，

个人贷款为村里修路；安

徽黄山 90 后女孩王雅君，10 余年独

自照顾爷爷扛起一个家……众多网

友留言，这些平凡好人，展现了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勾画出新

时代中国人昂扬向上、奋进追梦的崭

新精神风貌。

活动以热烈不失庄重的红毯环

节拉开序幕，现场通过视频短片、歌

伴舞《翻过那座山》、相声《点赞！中国

好人》和互动交流等形式，再现了张

水珍、呼秀珍等全国道德模范和中国

好人的感人事迹。活动最后，全国道

德模范代表、身边好人与现场观众齐

声共唱《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氛围

推向高潮。

中
央
文
明
办
发
布9

月
中
国
好
人
榜

共绘神州美好画卷
——新中国成立70年各地变迁扫描

探访老区人民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杨文娟 赵青 实习记者 李林晅

照金，一个闪光而响亮的名字。上世纪 30 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以照金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照金由此成为西北革命的摇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绚丽的篇章。近日，记者一行走进照金，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回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70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弹指一挥间，
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面貌。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济总量增长超 170 倍，工业增加值增
长超 970 倍，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不足 100 元、50 元，增
加到约 4 万元、超 1.4 万元……

过去 100 多天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省（区、市）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密集“登场”，全面介绍 70
年来各地的深刻变化，将一幅新中国改革发展的美好画卷铺展
在世界面前。这种方式在我国新闻发布史上是首次。

照金新农村一角照金新农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