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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是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

记者近期在贵州调研时看到，一批批年轻人下乡扛起基
层组织建设重任，一个个“新农人”在农村投资创业激情澎
湃，一篇篇“大豆大咖”“蘑菇教授”的“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生产要素自发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人才回流渐成气候。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游燕”归乡，带动资金、
技术等生产要素重组，如今贵州乡村振兴迎来充满活力的新
局面。

新村干：从口头到心头，青春洒在农家院
从城市回到农村，不少“90后”“95后”开始在基层组织

中“挑大梁”。
最近，贵州都匀市墨冲镇同心村党支部被评为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五星级党支部”。两年前，在城市打拼的娄大
付，来到同心村担任村支书，决心探索党建新路径，积极发挥
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开会不走过场，把理论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在一
起，是娄大付的关键一招。过去，村干部年龄老化，不会用电
脑，村里开会学习，以念文件为主。现在，年轻的村干部们结
合学习主题，将群众身边的事拍成短视频，或者做成PPT等，
用多媒体方式在大屏幕上一边放映，一边开会讲解。

“比如，学习中央一号文件时，就结合村里主导产业芦笋
存在的问题，开展技术培训和问题答疑。内容务实，形式新
颖，吸引了党员和村民积极参与。”娄大付说。

在贵州贵定县盘江镇“90后”镇长李可看来，返乡、入乡
扎根的年轻力量，极大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集体经济从“空壳”，到积累 300万元，贵州正安县土坪
镇明星社区用了7年时间。这个偏远的社区，每年茶叶产值
超 700万元，在居委会主任惠超带领下，走上了做大做强集
体经济的梦想之路。

4年前，惠超号召村民种茶致富，响应者寥寥无几。为了
提振村民信心，他决定带头入股集体经济合作社，同时动员
村里的17名党员一起干。

“必须改变老思路，说‘给我上’不如说‘跟我上’。我带
头入股，增强了群众对发展产业的信心，让他们愿意跟着我
干。”惠超说。

凭借着多年在沿海地区务工的经验，惠超的新思路带来
了新动力：全村茶园迅速从2000亩拓展到7000亩；去年集体
经济合作社实现利润 100多万元……今年，明星社区 100多
户群众纷纷出资入股集体经济合作社。

贵州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基层组织换届之后，村党组
织书记中，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占 54.6%，比上届提高 20个百
分点；平均年龄40.5岁，比上届下降6.5岁。本届村党组织书

记中，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致富能手、回引人才分别占
12.2%、42.1%、13.1%，比换届前分别提高 5.5个、6.4个、7.4个
百分点。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注重从大学毕业生、致富
能手、返乡人员中选拔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要提高带头人队
伍整体素质，促进基层班子结构、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增强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贵州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说。

新农技：从屋头到田头，“论文”写在脚板底
从书斋、学校，走向田间地头，是越来越多农业技术专家

的选择。
在贵州大方县，大豆种植面积从 2011年的 100多万亩，

增加到今年的 300余万亩；大豆亩产量从 70公斤提高到 150
公斤。这个可喜的改变，凝聚着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贵阳
综合试验站站长陈佳琴团队多年的心血。

大方县是贵州大豆主产区，但传统大豆品种结荚少、易
倒伏、产量低。2016年，陈佳琴决定去大方县当科技特派员，
引进国内300多个大豆品种进行适应性鉴定。经过3年引种
试验，终于选育出产量较高的黔豆7号、齐黄34、中黄76等品
种。

“只有到田间地头，才能发现真问题，研究才能有的放
矢，科技成果才能转化为生产力。”陈佳琴说。

农业专家下乡，不光能选育品种，还能帮助农民通过稻
田轮作提高亩产效益。

贵州的冬季，农田大多闲置。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邦喜看准了这个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向，
立即着手培养冬季低温菌种，帮助农民利用冬季闲田种植羊
肚菌。

贵州剑河县革东镇麻栗村农户姜帅曾多年种植羊肚菌，
但由于技术不过关导致连年亏损。起垄、覆膜、放营养袋、采
菇……张邦喜驻村指导后，手把手教会姜帅所有技术细节。

站在羊肚菌基地大棚里，姜帅一边采摘羊肚菌，一边喜
不自禁地说：“今年亩产已经超过 600 斤，产值接近 100 万
元。”

6年来，张邦喜一直奔波在苗岭山区。“冬季种菌，春夏种
粮，稻田轮作技术一旦被农民掌握，就能够直接转变成收
入。”张邦喜说。

贵州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说：“2016 年至今，贵州共有
10037名科技特派员赴基层开展技术服务。这些科技特派员
都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和3年以上从业经历，大多是来自普通
高校、科研院所、农技和林技服务部门的科技人员。”

新农企：从网下到网上，生意做在山海间
从进城创业，到入村淘金，不少“新农人”开始转变发展

思路，到农村扎根蔚然成风。
“2021 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人数达 18.45 万

人。”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返乡创
业人才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带动
科技、项目、资金等资源要素下沉乡村。

通过“云上种养”，互联网传输数据，农业种植养殖有了
精确数据依据。

在广东打工 10多年的万开春，几年前回到贵州息烽县
九庄镇鸡场村，开启“智慧养鸡”创业，成为当地有名的养鸡
大户。

在万开春的鸡场，部分设备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这个
App随时有预警，自动采集圈里温度和气体数据，圈内氨气
浓度高了，就点开开窗通风的按钮；温度太低了，就点开热风
炉按钮加热。”万开春指着手机上的App说，一年轻松养好 3
万只鸡。

在贵州贵谷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后台，可以清楚地
看到该公司蔬菜种植基地的土壤微量元素数据。“哪个地方
缺肥料，缺少哪种肥料，在这里都一目了然。施肥不再是凭
经验，而是凭数据，避免了肥料浪费，又避免过度施肥引发土
壤板结。”该公司总经理王小清说。

“云上销售”让“新农人”大大拓展了市场销售半径，同时
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准确的市场需求反馈信息。

依托电商平台，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米箩镇的猕猴桃创
业基地把产品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快递两天
内就可以送达消费者手中。

“来自电商平台和线下终端的销售数据会告诉我们，哪
些猕猴桃产品市场需求大，产品规格和包装该如何优化，反
过来指导生产。”六盘水凉都猕猴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张毅说。

得益于便捷的互联网工具，“新农人”还能更有效地规避
市场风险。

大学毕业后，郑培坤选择回岑巩县塔山村老家养猪。在
过去 4 个“猪周期”中，郑培坤每次都是赶在价格大幅下跌
前，售完所有存栏生猪，然后又在价格低谷购进母猪。郑培
坤的诀窍在于，通过互联网随时收集和分析玉米、稻谷、小
麦、石油等现货和期货价格趋势，同时关注全国饲料、兽药、
生猪存栏的宏观数据变化。

“如果运输成本变化不大，而玉米、豆粕、麦麸等饲料价
格暴涨，且兽药消耗量不大，那就基本说明生猪存栏量和生
猪体重处于高位，则未来三四个月内生猪价格下跌可能性较
大……”郑培坤说。

（新华社贵阳5月12日电）

春风唤来燕归乡
——人才回流助力贵州乡村振兴开新局

新华社记者 欧甸丘 吴思 杨欣

（上接第一版）
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休职工，因为热心肠、好帮人，邻

居们就叫我“阳光奶奶”。这几年，虽然赶上疫情，可我这个老奶
奶还是积累了400多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

这几天，社区里一些老年人出门不方便，我就上门去给他们
剪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他们宣传打疫苗的意义，呼
吁大家一起筑牢防疫屏障，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最高兴的事，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父子兵、夫妻档，甚至全家总动员。从 1989年全国第一个社区
服务志愿者协会在我们街道成立那会儿的“送煤”“送菜”“送炉
具”，到现在“送快乐”“送品牌”“送服务”，这里头折射的是时代
进步。 （新华社天津5月12日电）

国 际

5 月 12 日，在江
苏省扬州市杉湾花
园社区的一处核酸
检测点，护士给小朋
友进行核酸采样。

当日是国际护
士节，无数白衣天使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用实际行动践行
救 死 扶 伤 、甘 于 奉
献。

新华社发（孟
德龙 摄）

新华社贵阳5月12日电（记
者 潘德鑫） 不得随意安排本职
工作外的事务；整治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严禁强制网上答题考试；
精简村级数据填报指标 50%以上
……近日贵州出台改作风新规，
着力减轻基层一线负担。

根据贵州近日印发的《2022
年贵州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
要点》，贵州省将大力整治面向学
校、医院、企业、科研单位的形式
主义问题，要求不得随意安排检
查、评选、参会、活动、报数、报表、
报文等，不得随意安排本职工作
外的事务。

为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贵州省将清理整治办公类、管理
类、学习类App，严控新增准入；严
禁强制开展网络投票、打卡、转
发，确有必要的按程序报批后开
展；严禁强制网上答题考试、学分
排名通报等。

与此同时，贵州将开展村级统计报表清理，建设统一
数据库，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实现村级基础数据“一张
表”全覆盖，精简村级数据填报指标50%以上。贵州还将
对部署工作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脱离实际，搞“一刀
切”，随意拔高标准、层层加码等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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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姜琳） 记者12日从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今年在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
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价格临时补贴等常规保失业人员生活待
遇发放的基础上，我国将失业保险保障阶段性扩围政策再延
续实施一年，并逐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
的90%。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在吹风会上表示，对参保满
一年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
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大
龄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对参保
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
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对参
保不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下一步，人社部将全面推广经办新模式，努力让失业人
员更便捷地领到失业保险待遇。”桂桢说。

一是“免跑即领”。大力推行网上办理，失业人员可以登
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全国统一入口申领，或者
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人社部官方渠道申领，也可以
到各地人社部门的网站、公众号申领。

二是“免证即办”。全面取消证明材料、申领时限、捆绑
条件和附加义务，失业人员无须提供失业证明，无须转移个
人档案，无须现场签到，仅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

三是“免登即发”。优化申领环节，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
险金，可先发放后办理失业登记，申领失业补助金无须办理
失业登记。

我国持续加大对失业人员帮扶补助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高敬 吴雨） 全国330多万
个固定污染源全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排污许可环境监管实
现了全覆盖。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 12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民介绍了这一情况。

他表示，排污许可制度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排污许可改革持续推进，排污许可制度纳入
多部法律。国家发布实施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制定了分
类管理名录，发布 76项排污许可技术规范、45项自行监测指
南。

目前，全国 330 多万个固定污染源全部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其中核发排污许可证 35万余张，实行排污许可登记 294
万多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6000多张，实现了排污许可环
境监管的全覆盖。对 40多个排污量比较小的行业，将环评登
记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合并，减轻企业的负担。

相关部门还建成全国统一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信
息平台，出台排污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准，实现一网通办、跨
省通办、全程网办。

2021年，各地共查处排污许可案件 3500多件，罚款超过
3亿元。生态环境部近期公布了一批排污许可典型违法案件，
以引导企业守法，指导基层执法。

叶民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以排污许可制为核
心，积极衔接各项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全面推进“一
证式”管理，努力构建企业持证排污、政府依法监管、社会
共同监督的执法新格局。同时，加强宣传培训指导，提升排
污单位知法守法的意识和能力，让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生态环境部：

排污许可环境监管已实现全覆盖

护士节里的白衣天使护士节里的白衣天使

新华社联合国5月11日电（记者 尚绪
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
11 日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对卡塔尔半岛电
视台女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利赫当天在约旦
河西岸冲突中遭枪击身亡表示震惊，敦促有关
当局对此事进行调查。

希琳·阿布·阿克利赫是巴勒斯坦裔美国
人，11 日在报道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人在
约旦河西岸杰宁难民营的冲突时不幸头部中

弹，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声明说，古特雷斯向希琳·阿布·阿克利赫

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并祝愿在同一事件中受
伤的另一名记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敦促有
关当局就这一事件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

声明还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袭击和杀害
记者的行为，强调记者绝不应该成为暴力袭击
的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对半岛电视台女记者在巴以冲突中遇害表示震惊

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记者
孙丁） 美国内政部 11 日发布“联邦印
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调查报
告第一卷，呈现当年这些学校里原住民
儿童的悲惨遭遇。

据这份 106页的调查报告，数百名
印第安人儿童在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
校系统中死亡，随着调查工作继续展
开，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数千或数万。

调查发现，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
系统采用军事化方法，组织儿童进行军
事训练；并试图通过教育同化印第安
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儿
童，改变他们的身份。学校使用的手段
包括：将印第安人儿童名字改为英文
名，剪掉印第安人儿童的头发，禁止印
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
民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

调查还发现，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
校系统主要侧重体力劳动等教育，这使
得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
原住民就业选择与美国工业化经济脱

节，进一步破坏了部落经济。
美国内政部长德布·哈兰 11 日发

表声明说，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政策
造成了家庭分离和文化灭绝，给好几代
人造成了代际创伤，这些后果令人心
碎，“我们持续看到这种试图同化原住
民的证据”。

去年 5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原住民在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旧
址发现了 215具无名儿童遗骸，震惊加
拿大和国际社会。哈兰随后宣布启动

“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
目，调查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造成的
生命损失及持久影响。

从1819年印第安人《文明开化基金
法》开始，美国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
和政策，在全国范围建立原住民寄宿学
校。美国内政部指出，这些学校迫使原
住民儿童离开家庭和族群到偏远寄宿
学校，目的是在文化上同化他们。

调查报告揭开美国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黑暗史”

新华社平壤5月12日电（记者 江亚平）
据朝中社 12日报道，朝鲜国家紧急防疫部门
本月 8日对平壤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进行
抽样检测后发现，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
这是自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以来，朝鲜首
次报告在本土发现新冠确诊病例。

朝鲜劳动党12日紧急召开劳动党政治局
会议，决定把新冠防疫措施提至最高级别。朝
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紧

急措施彻底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要加强边界管
控，在全国各市县进行彻底封锁，各单位要在
闭环状态下组织经营生产活动。他还要求卫
生部门和应急防疫部门进行严格密集筛查，健
全医学监测和积极治疗措施。

金正恩说，党和政府各级机关要采取周全
措施，尽量减少人民群众在严密防控措施下的
不便和麻烦，稳定生活秩序。

朝鲜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 提高疫情防控措施至最高级别

5月12日，在韩国首尔，游客参观青瓦台官邸。
韩国历任总统的办公地点青瓦台1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

放。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韩国青瓦台正式向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