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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28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 2019年全国
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部署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8 日在京举行第五十一次委员长会
议，听取有关议案和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栗战书主持

（均据新华社）

本报讯 黄松、特约通讯员阳吉
成报道：新修的道路平坦宽阔、自来水
管道进村入户、13户人家喜迁新居、村
里人均年收入过万元……4月下旬,第
75集团军某旅扶贫工作队来到云南省
会泽县雨碌乡红岩村了解扶贫进展，
村党支部书记张国雄谈起村里的变
化，满脸喜悦。

红岩村地处山区，自然灾害频发，
村民基本靠天吃饭，生活困难。2017
年，该旅挂钩帮扶红岩村后，专门成立

扶贫工作队深入实地调研摸底，确定
了建强党支部、抓好教育扶贫、发展特
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整治人居环
境、提升医疗水平“六项帮扶”措施，助
力红岩村群众快速走上致富路。

该旅政委王波介绍，他们按照“精
准摸底识贫，精准筹划施策，精准问效
帮扶”的思路展开扶贫工作。旅常委
带队走访红岩村，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现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摸底
调研，对症下药制订帮扶措施。随后，

该旅打出帮扶“组合拳”：开展“党组织
联建共创”活动，理清脱贫攻坚思路，
鼓励党员创业示范；每年拿出扶贫专
项资金，帮助红岩村小学完善软硬件
设施，与贫困学生“一帮一”结对帮扶；
帮助红岩村入股生猪养殖集团，资助 8
户深度贫困户发展中药材种植业，拓
宽致富渠道……村民陆德安得益于帮
扶措施，生活大为改观，他说：“子弟兵
为我们打开了脱贫致富大门，日子会
越过越好！”

第75集团军某旅助红岩村走上致富路

打好精准扶贫“组合拳”

本报讯 赖波、特约通讯员刘恒
武报道：“今年以来，村里靠卖菜籽油
已经收入 3万多元。”4月下旬，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达孜区雪乡雪普村驻村工
作队副队长扎西顿珠连声感谢援建榨
油厂的“金珠玛米”。

雪普村原本是一个半农半牧的贫
困村。2016 年，村里建起一个油菜籽
榨油小作坊。然而投产不到两年，性
能落后的榨油机被烧毁，村里没有资
金购买新设备，只好停产。2018年，西
藏军区某炮兵旅将雪普村确定为定点

帮扶对象，经过反复调研，决定援建榨
油厂。

说干就干。该旅将村委会旧址
改造成厂房，并出资购买了一台冷
热榨油机。2018 年 10 月，“雪普村
榨油厂”正式挂牌成立，“雪普”
牌菜籽油应运而生。2019 年初，该
旅返村调研扶贫成果时发现，“雪
普”牌菜籽油销路很好，现有产能
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决定再
援助村里一台大型榨油机。为保障
油菜籽生产供应，该旅抢在春耕前

为雪普村购买了拖拉机、深松机和
翻转犁。

榨油厂产能上去了，如何进一步
拓宽销路？榨油厂法人代表达桑介
绍，该旅领导帮助他们对接当地政府
寻找新的销路。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榨油厂年收入由最初的 3万元增至去
年的 6万元。“今年收入有望突破 12万
元。”达桑说。得益于榨油厂，村里贫
困户的收入水涨船高。2019 年，雪普
村已实现整村脱贫，人均年收入达到
13000元。

西藏军区某炮兵旅帮雪普村建起榨油厂

小作坊变身特色产业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在五
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青
联共同颁授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表彰青年中的优秀典型和模范代
表。决定授予丁良浩等 60名同志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北汽福田
国庆 70周年群众游行彩车底盘制作和
技术保障团队等 34个青年集体第 24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追授王烁等
34名同志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荣获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的分别是：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方家营
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三级消防长丁良
浩，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吴圩镇西孔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女），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尤延铖，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
希望小学校长方荣（女），浙江每日互动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党委书记方毅，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职业高级中学美发专业教师石丹（女），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付昊桓，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第二采油厂作业
二区注采二组副组长冯萌萌（女），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
师朱斌，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队员、队长
朱婷（女），95072 部队参谋部训练处正
团职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刘飞，广西壮族
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桂源农牧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入源，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
实验高中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刘秀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体育部副教授张虹
（女），辽宁省沈阳造币有限公司钳工高
级技师、维修班班长张文良（满族），北京
市朝阳区青少年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张晓
菲（女），吉林省超凡梦想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张超凡（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
云霁，武警部队某部特战训练大队代理
大队长陈玉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林浩添，四川省广元市青
川县恒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青川海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赵海伶（女），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数控铣工秦世俊，
92950 部队飞行一大队大队长袁伟，中
铁二局磨万铁路第Ⅵ标项目经理部第一
分部二工区工区长、高级工程师徐州，博
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栾大伟，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景强，湖北省咸宁市
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
（女），山东省七兵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谢清森，江苏苏宁物
流有限公司快递员潘虎，南京大学医学
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科行政副主任、南
京大学临床肿瘤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生导师魏嘉（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教授、主任医师丁仁彧，内蒙古自治区第
四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颖丽（女、
蒙古族），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
民医院 EICU 副主任医师邓磊，浙江省
杭州市中医院重症监护室副护士长朱佳
清（女），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庄志华（女），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刘壮，中建深圳装

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铖，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煜亮，青海省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晓林
（女），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街芳草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云（女），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
管技师李东，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南昌疾病预防控制所消杀科科长杨
波，河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北省
中医院）护师肖思孟（女、满族），北京协
和医学院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研究员吴晨（女），中国宝武武汉武钢
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海绵公司工
程技术部部长何航，湖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分部经理汪勇，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护士长沈
悦好（女），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正良，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张孝田，
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易钊泉，湖南省怀化市
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罗小小，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内科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周宁，甘肃蓝天救援队
理事长、队长於若飞，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胡慧（女），辽宁
省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基础理论与材料研究主任工程师姚秀
超，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护
士长、主管护师唐珊（女），湖北省武汉市
公安局江汉区分局警务指挥处民警涂可
蔼（土家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桑岭，湖北省
武汉市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董芳（女），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潘纯。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
分别是：北汽福田国庆 70周年群众游行
彩车底盘制作和技术保障团队，天津飞
腾嵌入式 CPU 研发团队，河北医科大
学第一医院“先心病”爱心团队，太钢集
团不锈钢“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哈尔
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
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科大讯飞认
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团队，南昌
大学“稻渔工程”团队，潍柴青年科技创
新团队，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中国
航发涡轮院某发动机研制团队，甘肃省
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清华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73022
部队 56分队，新一代精打体系武器系统
青年创新团队，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
队，中国医科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
疗总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
疗队，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
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新冠肺炎救治
青年突击队，山东省疾控中心援助黄冈
“齐鲁青锋”机动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团队，湖
北省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核酸拭子
采样）团队，湖北卓尔公益基金会，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援鄂青年突击队，中部战区总医
院感染科，中日友好医院援鄂抗疫医疗
队，中国建筑三局武汉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建设团队，京东物流武汉亚一城配

青年车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研究院二一一厂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总装测试团队，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
司第七〇一研究所首艘国产航母某关
键系统系泊航行试验队，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新型战机换发技术攻关
团队，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某
新型发动机研制团队。

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追授
人员分别是：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
卫生评价所主管医师王烁，陕西省扶风
恒盛科技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
王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
分局新工地派出所代理副所长、四级警
长王春天，湖南省邵东市公安局水东江
镇派出所辅警王调兵，江苏省苏州阿美
咔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蓝
天救援队队员兼江苏机动队队长许鹏，
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网络安全
保卫大队侦查中队指导员李弦，湖北省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李文亮
（满族），云南省南涧县乐秋乡国土和村
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职员李光剑（彝
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徽王庄镇徽王
管区书记李洪明，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
公安局阿龙山镇派出所辅警李晓欢，江
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辅
警时席席，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浙江英
特医疗器械公司维修工程师何旭峰，江
苏省太仓市公安局浏河派出所三级警长
位洪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沙镇溪镇
高潮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民兵连
指导员宋青山，湖南省衡山县东湖镇马
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宋英杰，四川省
红原县森林公安局刷经寺派出所所长阿
真能周（藏族），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
卫生监督所监督员陈申，云南省昭通市
彝良县奎香乡寸田村卫生室医生陈健
（女），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银河镇长竹
村卫生计生服务室医生陈祥田，中国南
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
局正值调度员林芳雯（女、彝族），湖北省
武汉特瑞利新材料有限公司出纳周友芳
（女），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公安局特
（巡）警大队辅警一中队副队长胡锋，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龙绒寺寺庙
管理委员会主任洛绒益西（藏族），四川
省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村民宫高
明，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淳溪
派出所辅警袁剑雄，山东省泰安市岱岳
区角峪镇先锋村村民贾庆臣，湖北省武
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住院医师夏思思
（女），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行政审批服
务处网络政务科一级警员徐昊，江苏省
徐州市沛县公安局五段派出所辅警章良
志，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医师彭银华，广东省英德市公安局桥头
派出所辅警曾文聪，江西省莲花县湖上
乡中心卫生院医生熊波，河南省郑州市
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三
中队民警、四级警长樊树锋，甘肃省舟曲
县扶贫办副主任张小娟（女、藏族）。

同时，共青团中央公布了 2020 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单，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阿卜杜艾尼·列提普等 149名
优秀青年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
医疗队等4个青年群体获此荣誉。

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

4月28日，贵州剑河至榕江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清水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图为大桥合龙场景。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作为宁夏第一批驰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刘艳红空闲时，会拿起彩笔，绘下
抗疫点滴。“仙人掌上的人像其实也是
每一个勇敢抗疫的人。只有亲历过的
人才能体会，那众志成城的决心，那上
下同心的力量。不是不害怕，只是更懂
责任与担当。”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大考凝聚人民伟力

在武汉六角亭街民意社区，一张依
旧摆放着大量疫情防控表格的桌子，再
也等不到它的主人。

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最艰难、最危险
的时候，民意社区接到辖区居民的紧急
求救电话：一名疑似患者病情加重！

当时，专业救护车辆满负荷运转，无
法在短时间内及时转运。没有公交车，
也没有出租车，时任社区党委委员、居委
会副主任的廖建军借来轮椅，把病人推
着送到医院。

一直冲在社区战“疫”一线的他，不
幸感染新冠肺炎。2月 4日，廖建军经抢
救无效以身殉职。

这是一些可歌可泣的名字：武汉市
民警吴涌、南京市辅警袁剑雄、白衣天使
刘智明、李文亮、夏思思、彭银华……

面对当时未知的病毒，医务人员、社
区工作者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用血
肉之躯构筑起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胜这次疫
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

在疫情的至暗时刻，无数平凡人挺
身而出，星火点亮人间大爱。

18 岁的朱如归是陕西省眉县职业
教育中心学生。大年三十，他吃完年夜
饭，瞒着家人，乘火车、搭汽车、转步行，
只身前往千里之外的湖北孝昌，在当地
医院隔离病区担任志愿者。

这趟湖北行，只因钟南山院士的逆
行——“他劝大家尽量不要去武汉，但他
自己却向着武汉逆行。”“84岁的老人都
能战斗在抗疫前线，年轻人凭什么龟缩
在后面？”

时隔两个多月，武汉市民朱伟重回
工作岗位。

疫情期间，他和王紫懿、王震、李文
建、杨学彬这群普通市民，组成“W 大
武汉紧急救援队”，24 小时机动待命，
志愿接送缺乏交通工具去医院的待产
孕妇。

41位留守孕妇在这群“新生命摆渡
人”的帮助下，到达医院顺利生产。

学生、村民、快递员、退休老人……
与你我擦肩而过的普通人，化身志愿者，
服务社区、排查患者、清洁消杀、买药送
菜，用自己的臂膀筑起群防群治的人民
防线。

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伯礼、黄璐
琦、乔杰、陈薇等多位院士冲在一线，向
科学寻找阻击疫情的答案和方法。

病毒检测、药物和疫苗研发、防控策

略优化……在抗疫的另一条战线上，广
大科技工作者日夜奋战。

1月 2日，接到湖北省送检的病例标
本，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
桂珍和病毒病所谭文杰团队、赵翔团队
等迅即投入一场“接力赛”。提取核酸、
基因测序、比对分析……连续奋战 30多
个小时，病毒的遗传密码终于在第一时
间被破译！依据全基因组序列，核酸检
测试剂快速研制成功。

大年初一以来，负责抗体筛选的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就
没有停下来过。“没有哪次新发突发传染
病疫情的科研攻关，像这次一样压力巨
大！工作进度以小时、分钟计。”

亿万普通人汇聚的暖流，成为改天换
地的巨大力量，终将驱走黑暗——2月下
旬开始，多个省份陆续调降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响应级别；4月 8 日，武汉宣告“解
封”；五大科研攻关方向取得积极进展，三
个新冠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

继续向前，时代迸发人民

伟力

四月的秦岭深处，春意盎然。陕西
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锦坪社区的社区
工厂，迎来新生。

这个素有“女娲山下小江南”美誉的
县城，却是秦巴山区有名的贫困县。山
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
他们闯出的脱贫致富路，在疫情下受到
严峻考验：出口订单锐减、工人复工难、
物流成本高……

45 岁的顾芝红去年将部分生产车
间从浙江诸暨迁至这里，开设了 4家社
区工厂。积极出口转内销、电商直播卖
货……她与其他社区工厂“抱团”危中寻
机，变中求生。

缝纫机扎过轻薄的布料，织机发出
嗡嗡的响声。女工灵巧的手指翻飞，一
双双袜子逐渐成形，销往全国各地。复
工一个月来，顾芝红的工厂销售额已达
150多万元。
“虽然疫情影响了部分生意，但对未

来，我充满信心。”顾芝红操着一口浓郁
的浙江口音，脆生生地说。

生产一线，机器声响；田野之间，犁
铧不歇。中国人民在砥砺奋进中放飞春
天的希望。
“我也没想到现在会这么忙。”安徽

太和县旧县镇大张村的扶贫车间里，安
徽宇杰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文展
说，虽然开工迟了些，但订单要忙到两个
月后了。

这次疫情期间，当地政府除了给他
们防控技术指导，还减免了 3个月的房
租。“国家和人民共克时艰，我们怎能不
有所作为？”

谷雨时节，正是春种春播春管的关
键时期。
“出门请戴口罩，不要串门聚餐……”

伴着村委会大喇叭的广播声，武汉市江夏

区法泗街三合村种植大户刘汉波一早又
穿着长筒雨胶鞋走进了田里，每走一小
段，便蹲下来捋一捋稻苗，看看长势。“秧
苗扎进田里，今年的收成就有底了，就像
我自己，脚踩在泥里，心里才踏实。”

从口罩、呼吸机到防护服，从“一
个人的生产线”到全产业链的迅速整
合……“中国制造”全面动员，为全球
抗疫贡献了硬核的中国力量。

位于深圳宝龙工业园的比亚迪生产
车间有点特别：三个月前这里还是智能
手机的制造基地。如今，这里开足马力
生产的却是全球“刚需品”——口罩。

在口罩最紧缺的时刻，比亚迪做了
一个“硬核”决定：买不到口罩生产设备，
就自己造！

比亚迪总裁办主任李巍每天都在车
间协调处理生产事务，口罩成了她生活
的全部。从 2月 17日第一只口罩下线至
今，她见证了比亚迪逐渐成长为全球最
大的口罩生产厂商之一，日产口罩接近
2000万只。

毅然结束春节休假、每天两班倒工
作、机器 24 小时昼夜不停……生产线
上，无数工人在拼。在任务最紧张的时
候，中级钳工孙海超一度连续工作了 40
多天。他负责设备调试的一条口罩生产
线，在 3月 12日创造了单线日产能的最
高纪录——8万余只。
“‘世界超市’准备好了！”面对境外汹

涌的疫情，靠吃“市场饭”长大的义乌人沉
着应对，千方百计接住订单、稳住客源。
“将滞后的工期抢回来！”海南百万

吨乙烯项目、武汉市 1326个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一批国家重点科技专项、超
级民生工程、外资标杆项目重现往日繁
忙景象。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接你！”休过“最

长春假”的湖北逾千万农民工正陆续踏
上复工路，多地开行专车、专列，甚至包
机，帮助农民工返岗、企业复产。
“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物流通

八方、云招聘开起来、助农直播场场火
爆……每一个岗位、每一个普通人都在
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这场被疫情拷问的全球化危机
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充满创造
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的
伟大生活。
“解封”半月后，烟火气的武汉回来

了。
上午 9点，过早的人们迫不及待地

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是最温暖的
光景。

午后 1点，小吃档口前，顾客手里多
到拿不下的美食，是快乐回来的证明。

晚上 7点，华灯初上的汉街已坐满
等着打包晚餐的人，是久违了的寻常光
景。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人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是中华民

族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磅礴伟力！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执笔记

者：廖君、屈婷、侯文坤，参与记者：薛天、
陈宇轩、姜刚、张辛欣、董瑞丰）

团结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