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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采茶，漂流，探秘……夏日的
安徽省金寨县包畈村，风景如画，游人如
织。这里曾是革命老区的一个贫困山
村，现在已发展成为安徽省美丽乡村示
范点、乡村旅游示范村。

变化，要从 3年前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结对帮扶这个村说起。

包畈村地处有“将军县”之称的金寨
县。2017年该旅同包畈村结对之后，将
先进的产业开发理念带进偏僻的小山
村。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他们建议村里
打破原先散乱的生产格局，主打绿色发
展品牌战略，帮助村里开发、整合茶园
600余亩，注册“包畈老山茶”商标，形成
产茶、制茶、售茶的产业链。产品一经推
出即打开市场，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
1000多元。

茶产业链的成功，让旅党委看到
老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2018 年
底，该旅与包畈村共谋乡村振兴发展
规划，确定“建观光农业、靠旅游强村”
的发展思路。他们请来专业人员实地
调研，盘活大别山红色文化和山水资
源，建成旅游观光采摘茶园，开发峡谷
漂流、古兵寨探秘、高山露营等特色旅

游项目，形成集采摘、旅游、民宿等于
一体的产业格局。
“腰包鼓了，精神也要充盈。”去年

底，该旅提出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思路：推动硬件设施和精神文明建设
同步提升，以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
境打造美丽乡村。为此，该旅多方筹措
文化书籍、体育用品、音响设备等，运用
部队开展文化活动的经验，和该村一起
规划乡村文化建设。在官兵帮助下，村
里的文化活动日渐红火。如今，道路两

旁的农家小院焕然一新，充满红色元素
的特色环境引人驻足。

今年以来，村里还先后举办最美村民
系列“孝老之星”“诚信之星”“好人之星”，
以及勤劳致富能手系列“采茶之星”“犁地
之星”“插秧之星”等新风文明之星评比活
动，为新时代乡风民俗注入新内涵。

新风入庄户，化作满眼春。从种茶
增收到发展旅游，再到文化建设，一个靠
产业致富、以文化振兴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正在大别山腹地悄然形成。

新风入庄户 化作满眼春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与安徽省金寨县包畈村结对帮扶见闻

■张文举 姬鹏飞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刘
红霞）海关总署 7日发布数据，7月份，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6.5%，其
中，出口增长 10.4%，进口增长 1.6%。这
延续了 6月份进出口增速双双“转正”
的良好态势。

数据显示，我国 7月份外贸进出口
2.93万亿元，其中，出口 1.69万亿元，进
口 1.24 万亿元，贸易顺差 4422.3 亿元，
增加 45.9%。

前 7个月整体来看，我国外贸进出
口总值 17.16万亿元，同比下降 1.7%，降
幅较上半年收窄 1.5 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 9.4万亿元，下降 0.9%；进口 7.76万
亿元，下降 2.6%；贸易顺差 1.64万亿元，

增加 8.1%。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继续保持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7个月，我国与
东盟贸易总值2.51万亿元，增长6.6%，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14.6%。同期，我国与欧
盟贸易总值为2.41万亿元，增长0.1%，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14%。中美贸易总值为
2.03万亿元，下降3.3%，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11.8%。中日贸易总值为1.22万亿元，
增长1.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1%。

同时，民营企业继续表现良好。前
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7.83万亿元，增
长 7.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5.6%，比去
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

代表着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

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略有下降，但比重
有所提升。前 7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
出口 10.35万亿元，下降 0.5%，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 60.3%，比去年同期提升 0.7个
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4.03万
亿元，下降 7.1%。

数据还显示，作为我国出口主力，
机电产品前 7个月出口 5.5 万亿元，增
长 0.2%，占出口总值的 58.5%。其中，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 7707
亿元，增长 6%；手机出口 4195.4 亿元，
增长 6.5%。

同期，我国出口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
品6343.2亿元，增长35.8%。服装鞋靴玩
具箱包等商品的出口则不同程度下滑。

我国进出口7月份延续“双正”增长
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侯
雪静）记者 7 日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
到，截至 7月 31日，易地扶贫搬迁基本
完成，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扎实推进，
消费扶贫行动起步良好，脱贫攻坚督查
和普查有序推进。

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各
地在上半年工作基础上，努力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洪涝灾情等影响，查漏补缺、
动态帮扶，继续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数据显示，52 个挂牌督战县 2020
年已外出务工 285.23万人，是去年外出
务工人数的 112.09%；25个省份已外出
务工贫困劳动力 2866.95 万人，是去年
外出务工人数的 105.05%；中西部 22个
省份扶贫公益岗位安置 478.55 万贫困

人口；中西部 22 个省份已开工扶贫项
目 42.84 万个，开工率 97.1%；中西部 22
个省份已复工扶贫龙头企业 28848个，
复工率 98%；中西部 22个省份已复工扶
贫车间 30443个，复工率 99.6%；中西部
22个省份共认定 76152个扶贫产品，已
销售 1027.01 亿元；东部 9 省市消费扶
贫金额264.35亿元。

国务院扶贫办——

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 脱贫攻坚督查和普查有序推进

本报讯 咸德勇、记者安普忠报道：
北斗综合演示训练系统日前在北京卫星
导航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

北斗综合演示训练系统分为“星之
源”“星之谋”“星之晷”“星之舵”“星之

心”“星之盛”“星之梦”7个空间版块，突
出自主可控、集智创新和服务全球，综合
利用通电玻璃投影、油墨投影、大场景应
用沙盘、全息成像等多媒体手段，集科普
教育、专业培训和日常训练于一体，为提

升中心系统运管和应用保障能力提供有
力支撑。

据了解，这个中心是北斗地面运控
系统的建设管理和应用保障单位。为进
一步做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关理论知
识和能力培训，中心以“中国北斗、智慧
时空”为主题，设计建成北斗综合演示训
练系统。

中心负责人刘勇说：“北斗全球系统
开通后，我们一定把北斗应用推广好、把
系统稳定运行保障好。”

北斗综合演示训练系统建成使用

8月7日，国内最大直径越海盾构隧道——汕头海湾隧道西线贯通。

新华社发

8月7日，上海移动式核酸检测实验室在浦东国际机场正式交付。这是

国内首个采用标准集装箱尺寸的p2+移动式核酸检测实验室。图为工作人

员在移动式核酸检测实验室内进行检测操作演示。 新华社发

“腰包鼓了，精神也要充盈。”东部

战区陆军某旅统筹推进经济帮扶和文

化建设，高标准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做

法值得点赞。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

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文化

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而且是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的重要

抓手。包括金寨县在内的很多革命老

区红色资源厚重，要充分挖掘好、推介

好，把文化充分融入经济、旅游等领域，

提高发展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弘扬文明

新风，涵养小康亮色。

文化涵养小康亮色
■程 波

短 评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是我国传统的
“造纸之乡”，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一度带
来严重污染。近年来，富阳通过下定决
心“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推动高污染、
高能耗的传统造纸产业全面腾退，大批
新兴“智造”产业落地，实现了发展理念、
产业结构、未来路径的“三重变革”。如
今，一江秀水逶迤，两岸群山叠翠，新时
代的“富春山居图”，正在它的创作地实
景再现。

理念之变：拆除“三支清

香”，告别“四靠经济”

行走富阳富春江畔，三根 120 米高
的烟囱曾一字排开，往来者称之为“三支
清香”。

烟囱的“主人”是为造纸业供热的热
电厂。随着烟囱被彻底拆除，“三支清
香”背后的富阳造纸业腾退转型，也进入
了收官期。

过去，富阳走的是靠山靠水、靠天靠

地的“四靠经济”之路。杭州市生态环境
局富阳分局副局长陆兴龙说，改革开放
后，富阳人将进口废纸当原料，不断扩大
产能，高峰时有 400多家造纸厂、10万余
名从业人员。造纸业曾创造富阳 GDP
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一面是“洋垃圾”变成“白板纸”，滚
滚财富进了钱包；一面是管道直排富春
江，汩汩污水流进母亲河。“必须要有取
舍！”富阳区委书记朱党其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
步伐的加快，以及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
追求，高污染、高能耗的造纸产业必须尽
快完成腾退转型。”

产业之变：从“难下脚”的

污泥地，到“穿鞋套”的无菌厂

在造纸企业腾出的土地上，浙江科
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新厂房。车
间整洁的环境、智能化的流程，让过去习
惯“跳着脚走路”的本地人耳目一新。“我

真切体会到了富春江畔的新变化！”来此
参观的富阳太平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德军说，“穿着鞋套进车间，是产业转
型升级的最好证明。”

回望绿色转型的历程，富阳向支柱
产业、富民产业“开刀”的阵痛曾异常剧
烈：200多亿元的信贷风险、5万多人的
就业问题、15亿元的税收变零……每个
环节，都在考验当地党委政府的决心和
智慧。

2005 年至 2016 年，富阳投入 123亿
元，对传统造纸产业整治提升，按照“关
停淘汰一批、整合入园一批、规范提升一
批”的总体思路，着力打造全国循环经济
示范基地，实施了六轮造纸行业整治。

2016年底至今，富阳全面打响造纸
行业整治转型号角，精准谋划实施造纸
及其关联企业的腾退转型。同时，富阳
开展了“拔烟囱、减排放”行动，拔掉了
500 多根烟囱，腾退造纸及关联企业
1000多家，杭州富春湾新城最后一家造
纸厂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路径之变：“腾笼换鸟、凤

凰涅槃”，锚定高质量发展

砍掉的GDP、腾出的空间如何填补
优化？朱党其表示，富阳将发展高新产
业作为产业转型的突破口，通过“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构建起以高新制造、数字
经济为重点的产业体系，做强做优光通
信、医药健康等九大百亿元级别的产业
集群，招引培育人工智能、磁悬浮+、数
字创意等九大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

富春湾新城富阳高铁站旁，造纸业
腾退出的土地上，迎来中科院上海光机
所杭州分所的落户。“在制造业领域，激
光就是最锋利的‘刀’。”中科院上海光机
所副所长、杭州分所所长张龙说，他们将
架起“高科技”到“产业化”的桥梁，做光
电领域“硬科技”的孵化器。

从城到乡，绿色成为新时代“富春山
居图”的基础和底色。场口镇东梓关村地
处富春江畔，随着江滨环境改善，这里建
起了40多幢“杭派民居”，成为“网红村”。

富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夏芬说，富
阳把发展美丽经济作为重要导向，通过
乡村百花大会、味道山乡大会等系列活
动，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绿色发展，共享
生态红利。
（据新华社杭州8月7日电 记者

何玲玲、王俊禄、方问禹）

富春江畔，“一张纸”绘出绿色“三变”图

防汛救灾一线群英谱

穿上迷彩服上衣，套上连体下
水衣，瓢泼大雨中，58 岁的湖北省
英山县温泉镇坡儿垴村党支部书
记、民兵连指导员刘水存蹚着没膝
的洪水匆匆出门。这是他留给家人
最后的背影。

18天后，他的遗体在离家 10多
公里外的白莲河水库被搜救人员打捞
上岸。

时间回溯至今年 6 月 21 日。那
天，英山县普降大暴雨，山洪倾泻而
下，仅七八米宽的坡儿垴河水位暴
涨，洪水漫过河堤。刘水存和村两委
班子成员迅速组织村民兵应急分队巡
河查险。

不断上涨的洪水淹没了刘水存家
的猪圈。临出门前，老伴江玉枝让刘
水存把猪圈里的两头猪救出来再走。
“没时间了，我要赶紧到村里查看险
情。”刘水存说完，就转身离去。

刚走出百余米，刘水存就看到
一位村民的车在水中抛锚，村民正
站在车旁打电话求助。他连忙走过
去，提醒村民赶快离开。然而，由
于水体浑浊，完全看不清脚下的
路，刘水存一脚踩空，坠入河中，
瞬间被激流卷入河沟涵洞，消失在
了洪水中。
“这些年，无论是防汛还是扑救

山火，刘水存总是冲在最前面。”村
妇女主任彭恋说。坡儿垴村三面环
山，山上林木密布，防火和防汛任务

较重。2016 年，时任民兵连连长的
刘水存组建起村里第一支民兵应急分
队，建起森林防火站。
“每当有急难险重任务，我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他。他是一位有 23年
党龄的老党员，做事从不谈条件。”
温泉镇武装部部长方海波说，由于表
现出色，刘水存还曾被上级单位评为
优秀民兵连连长和“民兵工作”先进
个人。
“刘水存是我们的‘主心骨’。”

民兵连连长段江说，村民之间闹矛
盾，刘水存积极调解，予以妥善解
决；为改善村里生态环境，儿子办得
红红火火的养鸡场被他果断关停……
村民矛盾少了，把心思用在脱贫致富
上，村里的发展越来越好。

洪水无情，夺走了刘水存的生
命，却无法磨灭大家对他的记忆。
2016 年，夏季发生水灾，刘水存跳
进洪水中救起村民舒和平； 2019
年，清明时节，温泉镇发生 6场山林
火灾，每次救援都有刘水存的身影；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刘
水存连续 60 天带领大家坚守卡口，
确保坡儿垴村这个 3000 余人的城中
村未发生一例感染……

走进坡儿垴村刚建成的新村部

大楼，大厅干净整洁。6 月 24 日，
本是村委会搬迁的日子，为这个村
子倾注多年心血的刘水存却没能等
到这一天。

从村主任到村支部书记、从民兵
连连长到民兵连指导员，12 年来，
刘水存冲锋在前，奋斗不止。

刘水存的儿女们早就筹划着等
到父亲六十大寿之际，热热闹闹地
办一场寿宴，回报他这么多年的辛
勤付出。如今，这个愿望却再也无
法实现。

上图：刘水存生前照。

方海波摄

勇敢的逆行
—追记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坡儿垴村民兵连指导员刘水存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特约记者 何武涛 通讯员 陈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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