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 杉
视觉编辑 夏大金
邮箱 qnrb999@163.com2022年1月10日 星期一

时 事

国际

受委托，我公司近期将公开拍卖：
1、位于长顺县广顺镇北外环广顺中石化加油站对面

64宗地块（其中 1-27号宗地为商住用地；28-64号宗地为
住宅用地）；

2、位于长顺县顺悦二期东方明珠小镇旁32宗地块（其
中1-9号宗地为商住用地；10-32号宗地为住宅用地）。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地点：长顺县顺悦小区购房超市（长寨街道办事

处长征大道）、长顺县广顺镇顺都名苑C区（广顺镇顺城

农贸市场对面）、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都匀市剑江中路
64号）。

展示时间：自拍卖预公告起至该地块拍卖结束止。
自然人参加竞拍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法人参加竞拍的，须持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委托他人参与竞拍，除上述资
料外，还须出具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托书原件到本公
司报名。（资料备索）

意向竞买人可在预公告发布期间咨询并办理报名登

记。
咨询电话：15285348634（罗女士）

18684128565（罗女士）
18085435887（袁女士）
13595491702（付先生）
0854-8232508（办公）

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0日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A级企业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物拍卖人 省级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长顺县广顺镇北外环、长顺县顺悦二期
地块拍卖预公告

1月8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当地居民戴着
口罩在街上散步。

为应对疫情，罗马尼亚8日重启口罩令。居民在室内外
公共场合须佩带医用口罩等具有较强防护作用的口罩，普
通织物口罩被禁用。

新华社发（克里斯泰尔 摄）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
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
战的伟大成就。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年来，从北国雪乡到南部边陲，第
一批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接力”开启新篇，如何做好脱贫
摘帽后“第一棒”交接、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开创新局
……新华社记者带你近距离观察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初考”
答卷。

稳住“交接棒”
“前任书记带领全村脱贫，打下良好基础、树立标杆，我

压力不小。”2021年9月，孙伟被选派到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
旗马鞍山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缺乏基层历练的他刚开始有
点发怵，被原驻村第一书记刘叶阳看在眼里。

“第一件事应该入户，摸清底数”“政策要把握准，扑下身
子和村民打交道”……刘叶阳把自己的驻村心得“倾囊相
授”，帮助孙伟尽快适应角色。

走村入户、整理档案、熟悉政策，短短 3个月，孙伟对全
村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逐渐对下一年工作有了思路。“一
方面要稳固脱贫成果，做好边缘户的政策帮扶，另一方面要
积极谋划产业振兴，壮大集体经济。”

2020年 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
兴干部队伍，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把乡
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

为选好“接棒者”，各地结合乡村振兴新要求，根据脱贫
村的产业结构、群众需求、发展方向等情况进行人岗相适的
匹配分析，选优派强驻村第一书记。一些地区还通过结对帮
扶、“导师制”等方式，确保“交接棒”顺畅。

新庄村，这个位于宁夏西吉县的小村庄，将两任驻村第
一书记的命运联结在一起。58岁的马海禄刚刚上任，而上一
任驻村第一书记王元明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经常性的交流沟通让他们成为挚友，更让良好的工作作
风在新庄村延续。

王元明在任期间，经常入户为群众宣讲政策、排忧解难；
2021年12月初，新庄村连续下好几天雪，马海禄顶风冒雪为
独居老人打扫庭院。70多岁的马兰花竖起了大拇指：“这两
任书记心里都想着我们。”

在广西天峨县，当地按照民情社情、主导产业、基础设施
等因素将 45个脱贫村划分为 5大类别，村里哪一块是短板，
就派擅长这一领域的干部驻村。

“村里的禾花鲤养殖初见成效，希望能选派一名懂市场、
渠道多的干部，继续把产业发展壮大。”天峨县岜暮乡龙安村
前任驻村第一书记叶建勋离任前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杨祖吉上任后扩建水产品养殖场，
还把品种拓展到黄蜂鱼、金草鱼、塘角鱼等，并通过后援单位
与县里多家餐馆达成批量采购协议，禾花鲤销售越来越红
火。

“上新”抓产业
走进瑶族支系“土瑶”聚居地——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槽

碓村，褐瓦白墙的民居沿溪而建，一栋栋木屋民宿掩藏在密
林中。山间小路上，云雾缭绕，空气清新。

“槽碓村的生态、民俗风情优势突出，适合发展乡村特色
旅游，但还没形成规模和品牌。”针对前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嘱
托，新任驻村第一书记覃远强大力推动特色民宿公司化运
作，村里31间民宿交给引进的公司统一经营，公司除向村集
体支付每年 50万元的租金，群众还能获得每间入住客房每
天50元的分红。

如今，槽碓村统一经营的星空房、亲子套房、山泉游泳池
等别具特色，旅游的品位和知名度得到提升，节假日房间时
常爆满，群众通过农家乐、特产销售、民俗表演等增加了收
入。

2021年 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品牌化，并同发展文
化旅游、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增加农牧民收入。

记者采访时看到，驻村第一书记们根据各地产业特色，
通过引进新技术、开创新模式等打通产业兴旺“堵点”，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2021年 4月，兼备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和市高层次
优秀青年人才于一身的张耀雄，被选派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侯家营子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群众种的西红柿、香瓜很好吃，但就是卖不上价”——
针对走访发现的问题，张耀雄想到了时下大热的“直播带
货”。

对接直播平台和本地网红、将直播间搬进蔬菜大棚……
他组织的“驻村书记喊你下单”网销活动已举办 21期，销售
金额超30万元，产品单价提高20%以上。“新书记就是高。”收
入增加的村民们高兴地说。

从红梅杏、香菇、辣椒等经济作物，到林下养殖、农家醋
坊等产业延伸，再到光伏发电……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薛庄
村，几年的脱贫攻坚让村里有了多元化的产业。

“在前期发展基础上，我们借力电商，推进三产融合。”驻

村第一书记付永说，村里依托村集体经济成立合作社，明确
产品定位，生产的纯粮醋、香菇、月子鸡等产品已入选消费扶
贫产品名录，向全国销售。

“2022年要确保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
速、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民收入增速，使脱贫
群众与当地农民收入比例、脱贫地区农民与全国农民的收入
比例不断提高。”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
鑫说。

文明乡风留乡愁
风雨桥、小酒馆、油茶店……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

镇岔山村有着“潇贺古道入桂第一村”的美誉。每当夜幕降
临，岔山村的巷道里，五彩的灯光、熙攘的人群和各种叫卖声
仿佛重现当年古道的繁华。

“我们和周边的几个村抱团发展，分别在品乡村美食、游
古朴民居、看自然风光等方面下功夫，让游客能够感受乡风、
找到乡愁。”驻村第一书记周宣煦说。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
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
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2015年1月20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调研
时指出。

建设宜居家园、激活乡村文脉、营造文明新风……驻村
第一书记们遵循发展规律，充分挖掘各地农村特点，“面子”

“里子”一起抓。
在西北地区农村，秦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走进宁夏

银川市贺兰县洪广镇广荣村，一阵阵秦腔声飘入耳中。
2018年，广荣村成立秦腔艺术协会，用村民的话说，“虽

能自娱自乐，但总觉得缺点啥”。驻村第一书记张万升联系
银川市文联工作人员，对村民在秦腔唱法、舞台把式、着装规
范等方面进行指导，村民参与的热情高涨，目前秦腔艺术协
会活跃会员已近40名。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张万升说，
广荣村是搬迁移民村，现在村里的配套设施已趋完善，如
何让群众真正把心留在这里，是乡村振兴这张考卷的必答
题。

环境好了，乡风文明建设也得跟上来。在内蒙古乌兰浩
特市建设村的爱心超市，生活用品、米面粮油一应俱全，村民
可在环境卫生、孝老爱亲、遵纪守法等方面赚取积分后，换取
生活用品。

“现在村里喝酒打牌的人少了，咨询政策、琢磨路子的人
多了。”驻村第一书记刘畅说。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参与记者：杨稳玺 安路蒙）

“第一棒”跑得怎么样？
——驻村第一书记奋战乡村振兴新征程观察

新华社记者 陈国军 向志强 黄浩铭

1月9日，在贵阳北开往成都东的C5980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内，旅客和列车工作人员在车厢里留影。
农历腊八节到来之际，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客运段动车一队值乘的C5980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上，列车工作人员邀请旅客品尝腊八粥、张贴“福”字、悬挂灯笼，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贵阳：腊八民俗进动车

新华社成都1月9日电（记者
童芳 余里） 8 日，由四川省文物
局组织、多位全国知名专家参加的
石窟保护座谈会在四川乐山市召
开，为屡屡出现“脸花鼻黑”的乐山
大佛石窟“会诊”，开出了“治水药
方”。

乐山大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
石刻坐佛，通高 70多米，距今已有
一千多年历史，巨大的佛像开凿在
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
的红色山岩体上，有“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的美誉。然而就是这
样的红砂岩山体，风化病害严重，
有的岩体表面明显泥沙化，用手指
轻轻一蹭便可能脱落。

乐山大佛景区党工委书记左
小林在座谈会上介绍，由于气候潮
湿、雨水多、依存岩体性质等因素，
长期以来乐山大佛的水害、生物病
害、风化病害、修复层开裂剥落等
问题突出，这些病害反映到游客眼
里就是“脸花鼻黑”“流泪”“长草”

“开裂”等，而这距离上一次大规模
修缮完成还不到三年。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
煌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单位的专家们经过现场勘查后
一致认为，乐山大佛存在多种病

害，最主要“病根”在水患。据了解，自1914年以来，乐山大
佛先后进行了 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复，但都没有系统性
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水的问题、内部裂隙在哪儿、防风化（凝结水数据）、用
什么材料修复更好、是否建大佛阁遮起来、游客承载量极限
等，都需要系统规划、分步落实，这是一个整体性工作，需要
专业科研团队长期研究。”詹长法说。

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表示，将针对系列问题“照方抓
药”，以新成立的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乐山大佛石窟研
究院为依托，与国内外科研机构深入合作，对乐山大佛开展
系统化整体性保护、跨领域多学科研究，加强机构队伍建
设，实施一批保护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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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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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

哈局势已得到控制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9日电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
9日发布的通报，目前哈全境安全形势已趋稳定，局势得到
控制，此前遭占领的行政设施已被执法部门夺回，公共设施
和医疗系统已恢复运行。

通报说，执法部门和武装部队正继续采取措施恢复哈
国内秩序，确保各地遵守紧急状态相关规定，并将战略设施
移交给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目前，强
力部门仍在继续搜捕恐怖分子并进行相关检查，收集犯罪
证据。

通报介绍，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
检察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的报告。他强调，强力
部门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面恢复国家公共秩序和安
全。托卡耶夫还指示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处理发生
骚乱地区的善后事宜。

截至目前，哈国内骚乱期间已有 125起事件被刑事立
案，约5800人被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

2022年伊始，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液化天然气价格大
幅上涨，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托卡耶夫 5日接受政府
辞职，并主持召开社会经济形势会议，通过多项稳定物价措
施。然而，部分地区骚乱持续，多地出现骚乱者冲击政府机
构、攻击警察等情况，托卡耶夫随后宣布在全国范围实施紧
急状态直至19日。集安组织6日说，应托卡耶夫请求，集安
组织决定在哈短期部署维和部队。

伊朗副外长：

伊核谈判“分歧正在减少”
新华社德黑兰1月8日电（记者 高文成 王守宝） 伊

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 8日说，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分歧正在减少”。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核协议相关方当
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数小时会谈。巴盖里随后对媒
体表示，谈判正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

据报道，在与伊朗代表会面后，伊核协议其他相关方代
表与美国代表就谈判情况交换意见。

另据伊朗外交部网站消息，伊核协议相关方当天还就
解除对伊制裁问题举行专家会议。各方近日在维也纳举行
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密集会谈。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核协议。2018年 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 5月以
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
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 2021年 4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谈，
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第八轮
谈判于 2021年 12月 27日在维也纳启动。伊朗表示，谈判
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就有效解除对伊制裁达成协议。

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超千万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9日电（记者 汪平） 连日

来，许多非洲国家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居高不下，专家认为这
与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关系密切。据非洲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9日发布的数据，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0028508例，累计死亡231157例，累计治愈8916469例。

南非医学协会会长安赫莉克·库切说，与之前的其他毒
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存在许多突变，具有高度传染性，这
应该是导致目前非洲大陆的新冠病例迅速增加的原因。虽
然临床观察显示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症状相对温和，但其
传播速度非常快。

南非、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是新冠确诊
病例数最多的5个非洲国家，其中南非确诊病例数最多，达
3513813例，其次是摩洛哥、突尼斯，其确诊病例数分别为
990057例和738442例。

非洲疾控中心 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新冠确诊病
例数约占全球确诊病例数的3.3%，但非洲新冠死亡病例数
占到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数的 4.2%。迄今非洲国家已获得
5.47亿剂新冠疫苗，约 9.6%的非洲人口完成两剂新冠疫苗
接种。

尼日利亚西北部村庄遇袭至少58人死亡
新华社阿布贾1月8日电（记者 郭骏） 尼日利亚官员

8日说，尼西北部扎姆法拉州数个村庄日前遭武装分子袭
击，造成至少58人死亡。

扎姆法拉州州长发言人易卜拉欣·扎乌马 8日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武装分子5日和6日先后袭击该
州安卡区和布库尤姆区的数个村庄，并纵火焚烧房屋，目前
已造成至少58人死亡。

扎乌马说，州长贝洛·马塔瓦莱已前往遇袭村庄了解情
况并向遇害者表示哀悼。马塔瓦莱承诺州政府将采取有力
措施打击武装分子，保护民众安全。

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多地连续发生武装袭击事件，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被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