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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8 月 22 日电(记者何天文、
汪军)夏秋之交，贵州山区，稻田与山上的茶
园、果园连成一片。清早，村民们将从地里采
摘来的新鲜蔬菜水果拿到集镇上、摆在公路
边出售。眼前的生机得益于贵州良好的生态，

得益于山区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断向田间地头
延伸的产业路。

“路修到哪里，产业就到哪里”

走进武陵山区深处的贵州石阡县龙塘镇
大屯村，万亩标准化茶叶示范园随山势起伏
绵延，一条条产业路通向茶园核心区域。20
多名村民在茶园里劳作。村支书周绍军告诉
记者，许多村民将土地流转给村里的茶叶专
业合作社经营，每户每年可净增 1000 多元的
收入。眼下，合作社带领包括 118 户贫困户在
内的 200 余农户发展茶叶增收。

立足产业扶贫和增加农民收入，从油菜、
玉米、水稻等传统作物转向发展收益较高的
经济作物，并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贵州山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记者在绥阳县看到，坝区正大面积发展
精品水果、蔬菜和农业观光游，而通到山区的
产业路把多个乡镇连接起来，通过发展金银
花产业带动 8000 多户农民脱贫增收。绥阳县
金银花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廖祖勇说，全县

已种植金银花 18 . 4 万亩，年产值约 1 . 4 亿
元。农民每种 1 亩金银花，年纯收入超过
2000 元。

地处黔渝边区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立足建设成为重庆市场的“菜园子”，越来越
多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记者在这个县河口、洋
溪等地看到，硬化路延伸到蔬菜和中药材基
地，花椰菜和党参、玄参等长满一个个山丘；
连片的大棚里种着香菇、茶树菇。河口镇梅江
村村民向海敏对记者说，他有 4 个大棚生产
食用菌，每月毛收入 1 万多元。

“路修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道真
县委书记刘东明介绍说，近年，政府一边多渠
道投入抓交通等基础设施，一边引进大公司
面向重庆市场发展“订单农业”，目前全县蔬
菜种植面积 15 万亩，覆盖 2 . 8 万农户 9 万
多人，近两年带动 4700 户 1 . 43 万人脱贫。

产业精准扶贫 多重效应显现

贵州目前还有贫困人口 370 多万。产业
扶贫是脱贫攻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期，记者在贵州部分山区采访了解到，产业
化精准扶贫，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
重效应：大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留守儿
童”问题不再突出，贫困山区展现新的活力。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贵州每年有数百万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问题一度
比较突出。这两年，全省每年有 80 万左右的
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当地基层干部认为，
农村经济结构的加快调整和产业化扶贫带来
的巨大变化，是吸引“雁归巢”很重要的原因。

据道真县人社部门统计，2014 年全县外
出务工人员近 13 万人，到去年底减少到 6 万
人，近 7 万人返乡使留守儿童从 1 . 1 万名减
少到 6500 名，空巢老人、留守妇女也大幅减
少。

这个县洋溪社区村民韩艳华与妻子一起
在浙江打工 5 年，去年 9 月回到老家流转 40
亩土地种花椰菜、辣椒，全年可种植两季，预
计今年纯收入可达 12 万元。今年 33 岁的韩
艳华对记者说，政府扶持农民发展“订单蔬
菜”，既能挣钱又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比在外
打工强多了。

道真县扶贫办介绍说，依靠产业扶贫，不
少农户主动放弃“吃低保”，全县农村低保户
自 2014 年以来减少约 70%，今年县里自我
加压，计划脱贫 1 . 3 万人，使贫困发生率降
到 7 . 4%。

产业扶贫需大力拓展产业路

“人走山路猪坐轿，人在流汗猪在笑；不
是肥猪要坐轿，而是山中没有道。”这是曾经

流传在贵州一些山区的顺口溜，反映了农民
对改善交通的期盼。

而今，“脱贫攻坚，交通先行”已成为贫困
山区干部群众的共识，交通建设力度逐年加
大。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道真县 2016 年新增
县乡、通村公路 1485 公里，是“十二五”时期
总和的 1 . 8 倍。交通改善了，汽车能开进产
业区收购农产品。

道真县交通局副局长冉佳文介绍说，去
年结合村组公路建设，道真建成产业路 500
公里，今年还要建 400 公里。但由于历史欠账
较多，全县还需修建 1500 公里通村通组公
路，资金筹措压力较大。

产业路“梗阻”影响产业效益。赤水市现
有竹林面积 131 万亩，种植竹子是当地农民
增收渠道之一。“每年有 80 万吨的毛竹可供
采伐，但由于产业路通达深度不够，实际利用
率只有 50%左右，相当于有价值 6 亿元的资
源未变成财富。”赤水市林业局一位负责人
说。

贵州自 2015 年底实现“县县通高速”后，
已逐步将交通建设重心转向农村路网建设，
今年将实现建制村 100% 通油路，预计到
2019 年实现组组通公路。基层干部群众认
为，农村公路建设宜与当地产业发展一同规
划布局，整合资金投入，让通达的产业路助力
山区贫困群众快步迈上小康路。

有了产业路，不再为留守的娃发愁了
贵州部分贫困山区脱贫攻坚见闻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22 日电(记者强勇)
涉案高达 2 亿元、把村子当成“自留地”、纠集
闲散人员砍人、对抗组织、威胁恐吓执纪人
员……这一连串劣迹发生在哈尔滨曙光村原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于福祥身上。目前，
于福祥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

哈尔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日通报了 9 起

违纪典型案例，其中，“小官巨贪”、对抗组织
审查的于福祥案备受关注。纪检监察机关认
为，在一些基层腐败案件中，当事人虽然官职
不高，但贪腐数额惊人，并直接损害群众的切
身利益，必须深挖严惩。

于福祥身为党员干部，把曙光村当作“自
留地”。经查，2011 年把 1080 万元征地补偿
款用于个人公司；2011 年以“白条”形式挪用

征地补偿款 2000 万元，征地工作至今无法
进行； 2011 年到 2012 年涉嫌挪用公款
8520 万元，至今仍有 4700 万元未归还； 6
年来以个人名义累计从农经中心借款 7850
万元。

此外，于福祥目无法纪，横行乡里。2010
年纠集社会闲散人员 20 余人，将哈尔滨市农
电局数名工人砍伤。被审查期间，于福祥仍对

抗组织，并恐吓威胁执纪审查人员。
同时通报的还有 8 起典型案例。纪检监

察机关指出，这些案例暴露出一些党员干部
不能正确行使手中权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
和侵害群众利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紧盯农村集体资产
资源、征地拆迁等“关键领域”，对“小官巨贪”
一挖到底。

新华社兰州 8 月 22 日电(记
者任卫东、屠国玺、梁军)距离传
统七夕还有一周，在西汉水上游
的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礼县一
带，数万女性已经开始她们的乞
巧狂欢。在这里，有千年历史、长
达七天八夜的独特民俗，再次延
续。

农历七月初一前夜，西和县
和礼县的多个乡村人声鼎沸，女
性们用传承千年的古老程式，迎
请巧娘娘的降临。在西汉水上游，
人们尊称善织云锦天衣的织女为
巧娘娘，乞巧就是通过一系列的
程式，乞求巧娘娘赐予人类聪慧、

灵巧和如愿配婚、生活幸福美满。

甘肃陇南的乞巧民俗，有坐
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
送巧七个阶段和十二项祭祀仪
式。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赵
逵夫研究认为，陇南乞巧来自于
秦人遗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古老《诗
经》的美丽词句至今被吟唱。而其
中“在水一方”就是指西汉水。民
俗专家认为，陇南乞巧是全国范
围内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
七夕节日民俗活动之一。

烟火和喧闹打破西和县西峪
镇下寨村宁静的夜。从这天开始，
村子里 200 多个女人放下手里的
农活，一番梳洗打扮后，身着盛装
走出家门，来到村口，用歌声把巧
娘娘迎到坐堂。接下来的七天里，
这里的女人们将连日歌舞，并且
到相邻的村子互相演唱，直到七
夕。

“现在巧娘娘打扮得比以前
好看了，参加乞巧的女人们每年
身着新衣服，乞巧活动随着时代
而进步。”下寨村村支部书记李勇
说，和这几年的热闹场景不同，以
前乞巧活动都是民间自发组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参与人
数减少，曾一度濒危，面临失传之
忧。但过去几年，政府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更加重视，村庄的乞巧活动每年都能得
到经费帮助。“这些传统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整个村庄的
节日。”

自 2008 年“乞巧节”被增补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保护遗产名录以后，乞巧文化得到保护。现在，当地已经扶
植培育了 100 多名乞巧传承人，并同时开展师徒传承、团体
传承、学校教育等多种传承培养活动。

乞巧女张开梅，从 7 岁就参与乞巧，至今已有近 30 年。
在古代，像她这样的妇女只能深居家庭，只有到了乞巧节才
能自由出入、享受户外的欢乐。现在，这样的约束早已不再。
但她认为，乞巧节仍然能让她有新收获。“心灵手巧、热爱劳
动，才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今年 6 岁的杨馨雨，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参加乞
巧，是年纪最小的乞巧女。她用稚嫩的歌声，唱出了最简单
的乞巧唱词。她一旁的老师说，现在校园里传承乞巧文化，
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古老文化的魅力。

现在，陇南市开发了刺绣保健枕、书画麻纸等一系列以
女红为主的乞巧文化旅游产品，并通过网络电商进行推介
和销售。

如今，陇南乞巧节已成为游客体验和感受这一古老民
俗的最主要载体，每年都有十多万人参与，其中包括了不少
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说，当地正在展
开相关工作，将陇南乞巧节申报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这项
传统的古老民俗正在期待能走向世界。”

把村子当“自留地”还对抗组织，这个村支书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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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8 月 22 日电(记者王林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出台《关于服务和
保障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提出了 14
条具体措施，从审判、执行、监督、保障、便民、
帮扶等方面将司法服务延伸至扶贫领域，实
行涉贫案件专项立案、上门立案、远程开庭、

巡回审判。

《意见》要求，河南各级法院要加强涉贫
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审理涉贫刑事案件，精

准打击侵害贫困群众的刑事犯罪；同时依法
严惩脱贫攻坚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渎职等职
务犯罪，着力保护涉农资金安全，确保贫困群
众权益得到维护。另外，依法妥善审理涉贫民
商事案件、涉贫行政案件、涉贫环保案件等，
形成解决涉贫案件执行的合力，坚决打击逃
避债务行为，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意见》还要求河南各级法院不断优化司
法功能，打造司法为民工作机制。实行涉贫案

件专项立案、上门立案、远程开庭、巡回审
判等便民诉讼服务，打通司法服务贫困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满足贫困群众司法需
求；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帮助农村基
层组织完善民主议事规则和乡村管理工作
规范，通过健全“法官联系点”“驻村工作
室”和举办法律培训班，形成预防犯罪和化
解矛盾的合力，从而推动贫困地区民主法
治建设。

河南：涉贫案件法院专项立案、上门立案

据新华社福州 8 月
22 日电(记者沈汝发)移
交问题线索 58 条，市纪委
立案审查 26 人，党纪政纪
处分 4 人，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12 人。这是福州市下
辖福清市开展巡察工作不
到一年所取得的成果。

“市县巡察让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层
贪腐无处遁形。”福清市巡
察办主任陈平说，相对于
“大老虎”而言，群众对身
边的“蝇贪”感受更为深
刻，“微腐败”也可能成为
“大祸害”。

从 2016 年 11 月正式
启动，福清市已经完成对
农业系统、卫计系统、市公
安局等 30 家单位的常规
巡察，对市档案局的专项
巡察，对市人社局和罗源
县农业局的交叉巡察，市
林业局局长官国忠、市森
林公安局政委林洪、市第
三医院院长郑木云等官员
纷纷落马。

相对于巡视而言，市
县巡察是这两年才施行的
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制度，
旨在建立巡视巡查一体化
的监督机制。那么，巡察对
象、巡察人员如何选择？如
何精准巡察，巡察结果又
如何应用？

“我们主要选取资产、

资源、资金比较多的部门，

以及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单位。”陈平说，像房地
产、建设、规划、农业、卫生
等部门，经济活动多，专项
经费多，群众反映情况多，
就是重点选择的巡察对
象。

在巡察人员的选择上，福清市巡察办也
经过精心考虑。“外行巡察，查不出问题。”陈
平说，除了审计、财务和纪委人员是“标配”
外，其他巡察都因单位而异。譬如，对农业系
统，抽调了农业经管站的人员；对卫计系统，
抽调了公安经侦人员；对公安局巡察，抽调了
检察院、法院人员。

启动巡察之前，巡察人员都进行了充分
的准备。陈平告诉记者，他们去信访、纪委征
求意见，检索举报线索，列出“问题清单”，确
定巡察重点。

陈平告诉记者，现在巡察工作已经产生
广泛影响，不仅对党员干部产生震慑力，遏制
了违法犯罪，而且各种举报线索源源不断。
“有威信了，大家觉得是动真格的。现在不仅
举报线索多，而且质量非常高。”

“对党员干部要实现无缝式、全覆盖的监
督。”福清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郑云说，
原来问题线索主要来源于群众的信访举报，
巡察工作则将“被动”变为“主动”，通过巡察
抓住领导班子这一“关键少数”，发现政治生
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建章立制，为全
面从严治党起到“治本”之效。

▲ 8 月 22 日，旅客通过脸部识别技术自助验证进站通道验票进站。

近日，武汉火车站全面启用脸部识别技术自助验证进站通道，让旅客直接“刷脸”进站。

旅客在通过自助验证进站通道时，只需将二代身份证及火车票按照指示要求放入闸机，面朝自助设
备上的摄像头，系统将自动扫描“人脸”与身份证上的头像进行对比，信息准确一致后，闸门打开，旅客即
可完成验证手续直接进入到候车室内，人均用时只需 5 秒左右。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刷脸”赶火车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陈菲)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级检
察机关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坚决查处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
罪，特别是对打着创新旗号大搞“庞氏骗局”

等金融欺诈活动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通知强调，严厉打击严重危害金融安全、
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

能，坚决整治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
坚决查处那些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搞
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内鬼”，对重大案
件实行挂牌督办，形成有效震慑。特别是要
加大证券期货犯罪打击力度，严厉惩治欺诈
发行股票、债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
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利用未公开
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破坏证券期
货市场秩序的犯罪。严肃查办金融领域职务

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领域腐败滋生蔓延势
头，坚决查办金融领域通过利益输送、权
钱交易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
严重损失的渎职犯罪，集中查办金融领域
有影响、有震动的职务犯罪案件，遏制金
融领域腐败滋生蔓延势头。加强对金融领
域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执法司
法公平公正。

最高检：

严查利用互联网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新华社西安 8 月 22 日电(记者蔺娟)记者 22 日从陕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陕西省 13 个部门日前联
合制定出台《陕西省高层次人才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将通
过畅通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和
服务保障体系，集聚高端人才，打造西部地区人才高地，进
一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据介绍，陕西省高层次人才服务平台在西安人才市场
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同时在陕西人才公共服务网设
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实施高层次人才服务“三秦优才
卡”一卡通制，为高层次人才提供高效、便捷服务。按照“一
窗受理、专员服务、部门联办、限时办结”的方式，为高层次
人才提供工作调动、户籍办理、医疗保健等 11 个方面的服
务。

根据方案，服务对象本人及其配偶、子女要求将户口迁
入陕西的，不受出国、来陕前户籍所在地限制，并可按个人
意愿选择在陕西省内落户。服务对象配偶愿意来陕工作，由
陕西省人社厅、服务对象所在单位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协助
解决，暂时无法解决的，由服务对象所在单位发放生活补
贴，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的 2 倍，最多发放三年。住房保障
方面，服务对象购买自用商品住房不受省内限购政策限制，
未购买的将由其所在单位为其租用便于生活、工作的住房，
并提供相应租房补贴。

陕西畅通“绿色通道”

打造西部人才高地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王立彬、罗争光、罗
羽)预计台风“天鸽”将于 23 日白天在广东深圳到茂名一带
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可达 12-13 级。为此，国家防总 22
日 16 时将防汛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国家减灾
委、民政部 22 日 16 时 30 分紧急启动国家救灾预警响应，

并指导地方民政部门及时做好灾害应急救助各项准备工
作。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 22
日 16 时将防汛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并向浙
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省(自治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长江、珠江、太湖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地区根据台风发展变化和防汛防台风
相关规定，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
责制为核心的防汛防台风责任制。

同时，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已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地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应急
值守，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跟踪台风移动路径，
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

台风“天鸽”即将登陆

国家防总启动 III 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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