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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们
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摆脱绝对贫困的群众过上
了“做梦也没想到”的生活，在各项政策支撑下，对未来
有了更多期盼。

小康路上的新生活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福生活，独龙江

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党走……”在云南省贡山独龙
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村子里，时常能听到独龙族
群众唱起这首“感恩歌”。

这是当地群众脱贫中自创的歌曲，也成了当地最
流行的歌曲之一，唱出了告别穷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
未来生活的向往。

独龙江乡是我国直过民族独龙族聚居的区域，闭
塞、落后曾是这里最刺眼的“标签”，脱贫攻坚让这里发
生了巨变，与外界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生活在密林中、住在透风漏雨的木楞房里、11岁才
有鞋穿、6年级才开始讲汉话……这是独龙江乡巴坡村
监督委员会主任王世荣对贫困的记忆。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不知道还要熬多久。”王世荣
说，在国家帮扶政策下，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到1.2
万余元。“不用担心饿肚子，文娱活动也丰富起来，每天
都很充实。”

家在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斯农村的藏族群众永次
今年66岁，“能用青稞面填饱肚子、偶尔能吃上白面”是
她过去最大的愿望。在政府鼓励葡萄种植后，每年家里
的葡萄收入就有3万元左右，现在每天都可以吃白面。

在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过去经
常十年九旱，群众饮水困难、庄稼只能望天收。

如今，“有了水，我们家就‘活’了。”宁夏固原市西
吉县硝河乡新庄村村民马忠花说。

生长出增收向上力量

又到了采摘木耳的时节，这是陕西柞水县小岭镇
金米村当年的第一茬春耳，也是70多户村民脱贫的重
要产业。

2018年，开始种植木耳的陈庆海，结束了挣不到
钱、顾不了家、改变不了贫困状态的日子。在县供销社
和合作社的引领下，送菌棒、技术培训、收购木耳，让陈
庆海挣到了钱，也成了村里首批靠种植木耳脱贫的贫
困户。

在供销社的帮助下，陈庆海又开办了农副产品营
销中心，做起了“农民主播”。“去年，我靠着小木耳，给
家里添了小轿车，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陈庆海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围绕食
用菌产业发展做了诸多尝试，“柞水木耳”种类越来越
丰富，还有了木耳粉、木耳酱等高附加值产品，柞水木
耳的品牌已经走向全国。

目前，我国建成各类特色产业基地30多万个，每
个脱贫县都形成了2至3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主导
产业。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
持续性最强的脱贫举措。

在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贫困地区的生态资
源、民俗资源被重新配置起来，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走进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那
京村，四周青山如黛，青田沃野，村中古树参天、竹影婆
娑，映衬着新式傣家小楼。

很难想象这个远近闻名的旅游网红村此前只有土
路和甘蔗。如今，“9户农家乐比全村的甘蔗收入还
高。”那京村的干部说，去年国庆期间，全村日均接待游
客1000人次。同时，村民坚持“义务出工”，每户每天轮
值，保持全村卫生整洁。乡村旅游不仅改变村里产业
结构，也改变着全村人的生活习惯。

农业农村部表示，“十四五”期间，脱贫地区产业发
展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着眼市场需求和发

展趋势，选准主导产业，开发独一份、小而精、特而优的
特色产品，突出差异化、避免同质化。同时要延伸产业
链条，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公共服务满足美好生活向往
“干部到家里了解生活愿望时，我就提出来想学个

技能。”家住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聂荣县下曲乡的
旺朗，仅有小学文化水平，在学习考试后，获得了焊工
技能职业资格证书。

随后，旺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他购置发电机、
小型焊工机、电钻机，开办焊接加工厂，为农牧民加工
房屋阳光棚和牲畜棚圈，当年营收3.6万元。如今，他
已是当地年收入近5万元的村致富带头人。

近年来，我国健全教育公共服务，加大了对农村群
众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脱贫群众就业结构因此发生改
变。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转移农牧民就业近500万
人次，年均开展技能培训10万人次。

在各地加快发展步伐的同时，也保留了“慢权
利”。在成昆铁路途经的四川大小凉山，一个个小站
旁，彝族老乡抱着鸡鸭、牵着羊，等候着“小慢车”。这
种“慢火车”行驶缓慢，但依然是深山中彝族群众赖以
生存的“生命线”。

为适应老少边穷地区发展需要，铁路各部门将公
益性“慢火车”打造成列车“乡村集贸市场”，开办车站

“扶贫专柜”，打造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慢火车”服
务品牌，如“彝族情”“牧民之家”“富民号”“民族团结一
家亲号”等，助力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全国常态化开行公益性“慢火车”81对，覆盖
21个省份，经停530个车站，途经35个少数民族地区，
每年运送沿线群众1200万人次，每公里票价不到6分
钱。

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了，日子也更有奔头。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
——我国脱贫群众奋力奔向更好的日子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杨静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白瀛 王鹏）国家电
影局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5月1日至5日，全国
电影票房达16.68亿元，其中《你的婚礼》《悬崖之上》分
别以5.11亿元、5.04亿元领跑明显，占总票房约61%。

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观影总人次为4410.54
万，国产片票房占总票房96.49%。档期票房前十名排行
榜中，除《你的婚礼》《悬崖之上》外，还有三部影片票房
过亿：《秘密访客》1.90亿元、《追虎擒龙》1.61亿元、《扫

黑·决战》1.14亿元。
此外，《猪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阳光劫匪》《名

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哥斯拉大战金刚》《真·三国无
双》位列票房榜五至十位。

2021年五一档电影票房16.68亿元
《你的婚礼》《悬崖之上》占六成

5月5日，江西省宜春市
靖安县双溪镇双溪村农民在
菜地里劳作。

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夏，各地农民抢抓农时，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徐仲庭 摄）

立夏时节
农 事 忙

荷塘垦殖场2011年改制至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兜
底已结束。个人缴费时间为2021年5月，缴费档次最低
为每月缴纳 605 元（60%），最高为每月缴纳 3024 元
（300%），请在职职工缴费前到荷塘垦殖场劳资科确认
身份（或电话查询确认身份）并缴费。每年必须缴纳社
保金，若不缴纳，将影响退休缴费年限。如有其它单位
缴纳社保金的职工，需到荷塘垦殖场劳资科提交申报
材料（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停保申请），我单位将报停，
由新单位新增接收缴费。

特此通告
查询电话：徐兆敏15307986886
童景秀13767816006 饶慧珍18179809212

景德镇市荷塘垦殖场
2021年5月6日

通 告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
委6日宣布，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
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
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
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
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
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宣 布 即 日 起
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新华社香港5月6日电 香港特区区域法院6日宣判，
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等4人因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
集结罪”，被判监禁4至10个月不等。

其中，黄之锋被判囚 10 个月，岑敖晖被判囚 6 个
月，袁嘉蔚及梁凯晴各被判囚4个月。这4人涉嫌2020
年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宗非法集结案。

法官判刑时表示，被告明知集会未经批准但仍然参
加，是故意及有预谋、公然犯法，必须判以阻吓性的刑
罚，以反映本案的严重性、以儆效尤，避免其他人效仿。

该宗非法集结案一共涉及26名被告，包括黎智英、
李卓人、何俊仁、黄之锋等。2月5日，该案由香港特区
区域法院法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24名被告出庭受
审，同案另两名被告罗冠聪、张崑阳已离开香港，法院
已向两人发出拘捕令。经审理，黄之锋等4人4月30日
各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黎智英等其
余20名被告则押后至6月11日再提讯。

反 中 乱 港 分 子 黄 之 锋 等 4 人
因非法集结罪被判监禁4至10个月

新华社巴黎5月5日电（记者 唐霁）法国5日举行官
方活动纪念拿破仑逝世20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民众应客观看待拿破仑留下的遗产。

法国官方当晚在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举行活动，
纪念拿破仑逝世200周年。马克龙、总理卡斯泰等政要出
席活动。

马克龙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说，拿破仑是法兰西
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设计师、战略家和立法者，但
在恢复奴隶制、独裁等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马克龙表示，法国历史悠久，在国家前进的过程
中，不应否定历史。拿破仑留给法国的遗产是永恒的，
法国民众应客观看待并加以继承。

随后，马克龙前往安置在荣军院圆顶教堂的拿破仑
墓，并敬献了花圈。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1969年以来法国首次举行官
方活动纪念拿破仑。为纪念拿破仑逝世200周年，巴黎的
拉维莱特大厅28日起将举行“拿破仑回顾展”。

拿破仑1769年出生于科西嘉岛，1804年创立了法兰
西第一帝国。拿破仑 1814年退位，随后被流放至厄尔
巴岛；1815 年复辟后，在滑铁卢之战中战败，被流放
到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去
世。

法 国 举 行 官 方 活 动
纪念拿破仑逝世200周年

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空军5
日说，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当天在试射前被临时
中止，原因正在调查中。

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计划试射一枚未携带弹
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在导弹发射前被临时
中止，原因正在调查中。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正对改期
试射进行评估。

声明说，空军在执行试射时遵守严格的规程，只有
在满足试验场和导弹的所有安全参数时才进行发射。

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发言人卡拉·潘普当天对
《空军时报》表示，在导弹发射前的倒计时阶段，计算机
检测到一处故障，随即按系统设计而关闭。潘普说，类
似状况近期并未出现过。

2018年7月，一枚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民兵
3”导弹在试射过程中出现异常，美军将导弹在空中摧
毁。

“民兵3”导弹是美国海陆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军现役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
弹。美军正在计划以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替代服役
超过50年的“民兵3”导弹。

美军“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试 射 前 被 临 时 中 止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邹多为 王雨萧）这
个“五一”小长假“买买买”有多旺？商务部6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在“双品网购节”带动下，“五一”假期，全国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9.2%，在线旅游零售额更是同比
大幅增长371.2%。

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显示，第三届
“双品网购节”自4月28日启动以来，线上消费提质升
级效果明显：前8天（4月28日至5月5日），全国网络零
售额达到3818亿元，同比增长28.1%，其中，实物商品网

络零售额3042亿元，同比增长27.1%。
数据还显示，在线旅游已明显回暖。5月1日至5

日，国内线上旅游产品和景点门票销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526.3%和300.7%；高品质出游正成为发展趋势，兼
顾安全与体验的定制化精品小团游受到热捧，私家团
游、亲子游、红色游同比分别增长超10倍、7倍和2倍。

在线餐饮则“紧随其后”，零售额同比增长56.7%，
在外地出游和亲朋聚餐推动下，在线餐饮到店销售额
同比增长272.3%。

此外，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苏
宁易购数据显示， “五一”小长假期间，智能马
桶、智能晾衣架、智能灯具等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
180%；京东平台数据显示，部分城市8K电视机销量
增长约50%。

据介绍，本届“双品网购节”以“品牌品质·惠享生
活”为主题，旨在汇聚新资源、丰富新供给、扩大新消
费，巩固经济回稳向好势头、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活
动将持续至5月12日。

在线旅游零售额同比增长371.2%！“五一”线上消费账单出炉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2批 2021年5月5日）

序
号

1

受理
编号

D2JX2
021042
80074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富祥药
业作业时排
放刺激性气
体（浓郁的
药味），污水
排到厂旁边
的小河（流
向鄱阳湖），
污水导致小
河里的鱼死
亡。

行政
区域

景德镇市
昌江区

污染
类型

大
气,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过调查核实，企业针对废水废气排放分别制定了相关治理和自行监测方案，调查人员查阅了相关监测记录，确认企业各类污
染物均能够稳定达标排放。该企业废水总排口安装了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监控中心联网，通过查阅数据企业2021年1月
至今水污染物可以做到稳定达标排放，未发现污染物日均值浓度超标的情况。

调查人员对该厂周边河道进行了排查，未发现企业周边存在废水偷排的情况，并对企业的外排废水进行了采样，经第三方检测
pH7.28，色度16倍，悬浮物15 mg/l，CODcr84 mg/l，氨氮6.02 mg/l，总磷0.06 mg/l，总锌0.07mg/l，符合《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094-2008）排放标准。经过全面排查发现企业可以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但因企业原材料和产品均为
医药化工类物质，现场检查时在厂区内仍存在少量无组织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气味。

虽然2021年昌江河无死鱼相关情况的反映，但景德镇市生态环境局分别在在2018年、2020年两次接到过反映昌江河下游鄱阳
县凰岗段存在死鱼的情况。经过上饶、景德镇两地生态环境部门的联合调查，可以基本排除是企业非法排污造成该情况的原因，事
发时该段河水除溶解氧外其他指标均达到了地表水Ⅲ类水质，后经专家分析此次河鱼大量死亡可能与人为投放鱼藤精有关。据了
解鱼藤精是号称鱼类天敌，是一个中效的催眠药，持续时间有3到6个小时，毒效发作的时候，导致区域水质溶解氧明显偏低，这与
前期两次死鱼地点呈现的水质特征相符。

经调查未发现企业存在违法排污的情况，2021年昌江河未出现死鱼情况的报告。但企业厂区内存在无组织排放的挥发性有机
物气味，昌江河2018、2020年存在死鱼的情况，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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