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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6 月 12 日电(记者徐
金鹏、赵东辉、叶前)走进深圳前海，一
个标有自贸区名称的浅蓝色拱门格外
显眼，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扇落地窗，
窗外高楼林立、路网如织，水碧天蓝。

40 年前，广东率先打开窗户看世
界，不断到全球市场的大海中竞帆逐
浪。

今天，透过这扇“窗户”，广东向世
界展示了因改革开放而兴的样板，世
界看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
开放的决心。

补协调发展之短

在拥有世界级城市群的广东，农
村户籍人口占全省的一半，去年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 . 58 万元，2 个地
级市、21 个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发展的
不平衡，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属于广东
的主要矛盾，是全面小康进程中必须
啃下的硬骨头。”广东省委农办主任陈
祖煌说。

变化已经在发生。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粤东粤西的固定资产投
资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均高
于珠三角，显露出追赶后劲。

硬底化村道被拓宽，一盏盏路灯
随山就路蜿蜒而去，田里的凉粉草长
得正旺，新建的便民服务大楼和文化
广场月底将启用……走进粤北山区的
南雄市澜河镇葛坪村，一片欣欣向荣。

2016 年以来，在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政策扶持下，葛坪村发展起凉粉
草产业化种植、柑桔示范种植基地、水
电站及光伏发电、林下胡须鸡养殖等
产业，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也全面改观。
担任葛坪村“第一书记”的扶贫干部谢
云峰说，过去部分村民还有“等靠要”
的想法，现在从“要我富”到“我要富”
变化明显。

各种人才回乡创业，激活了农村
发展的一池春水。在博罗县长宁镇松
树岗村，有着多年企业工作经历的朱
学军，2015 年回村当起职业农民，种
了 2 亩蝴蝶兰，去年销售额超 60 万
元。同期回村的还有 90 后大学生陈振
柱、外企高管王承平…… 3 年来，从各
地回来的 770 多位各类人才，在这片
希望的田野上，各显神通。

展望未来，广东正在展开“一核一
带一区”发展新篇：珠三角核心区优化
发展，粤东粤西成新增长极与珠三角
城市群串珠成链，形成沿海经济带，粤

北以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为引领在高水平保护中高质量发展。

扬高质量发展之长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一栋楼，去年创造税收超 10 亿元，其所在的广州
珠江新城，年纳税超亿元的楼宇多达 51 座。

“小体量大能量”，是发展动力、效率和质量变革的写照。2017 年，广
东 7 个城市每平方公里 GDP 产出超过 1 亿元，深圳更超过 11 亿元，居
全国之首。

“广东较早改革开放，较早进入经济新常态，较早实现转型升级，在不
断改革创新中获取新优势。”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说。

转型升级的背后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广州再推营商
便利化改革，开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刻章备案、初次申领发票全过程只
需一次性提交申请材料，3 天内全部办妥。在南沙自贸片区，76 大项 143
子项审批实现“一枚印章管”。

“广东经济已经从最初的拼优惠、拼资源转到拼制度，法治化、市场化
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说。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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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一首红遍
大江南北的乌苏里船歌，让人们熟知了生活在边境地区
的赫哲族。

兴边富民行动走过 20 载，从“北极”漠河到“东极”抚
远，从黑龙江、乌苏里江边到兴凯湖畔，黑龙江省绵延约
3000 公里的边境线上，以赫哲族村寨为代表的一个个特
色乡村，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历史性变革中悄然转身的新
型农民，正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以奋斗姿态唱响新时
代的乌苏里船歌。

“抓得准”特色，鼓起百姓腰包

凌晨两点半，很多人还在睡梦中，63 岁赫哲族老人
尤士柱，已伴着第一缕晨光准时开船，撒网捕鱼，开启新
一天生活。

这个习惯，尤士柱坚持了几十年，只是内涵早已不同。
“以前打鱼是养家糊口，不得不打；现在打鱼是休闲，

是享受，是精神寄托。”尤士柱一边把船，一边眺望远方。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以渔猎为主。尤士

柱居住的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是赫哲人主要聚居区。
上世纪 90 年代，当地政府引导赫哲群众转产。乡亲

们逐步涉足种植业、养殖业、民族特色旅游业等多元产
业。

2011 年到 2013 年，尤士柱先后买下两条游艇，成为
乡里做游艇生意第一人。如今，尤士柱的渔船、游船都更
新了三代；他还创办了水上客运公司；在江边开办的“赫
哲人家”餐馆，年收入也有十多万元。

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依托界江风光和特色资
源，很多边境乡村的产业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转型。

传统的餐桌菜品也“变身”便利的休闲食品。在东宁
北域良人山珍食品有限公司，一些黑木耳被加工成小食
品，麻、辣、咸、香等各种口味都有，价值翻了三四倍。

东宁已成全国重要的黑木耳生产、加工和集散基地。
利用边境优势出口木耳到俄罗斯等地，当地农民人均收
入居黑龙江县(市)第一位。

在“中国最北村落”北极村，靠伐木而生的林区人，停
伐之后谋转型，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火了“找北游”。

“可同时接待 20 人的民宿，一年能赚近 20 万元。”北
极村村民李希江说，全村 700 多户，有 171 户开民宿。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边境乡村狠抓特色，积极

发展现代农业、食品加工业、旅游、对俄合作等产业，边民的
腰包一步步鼓起来。

2017 年底，黑龙江省 18 个边境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比 2010 年增长近 70%，少数民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增长近一倍，其中赫哲族是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之
一。

“请得回”能人，开拓振兴新路

农村人才外流曾是普遍现象，东北边境地区更加明
显。一位边境县干部说：“过去考出去 100 个大学生，能回来
2 个就不错。”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一些既有乡
村生活背景，又有市场开拓能力的人，为乡村振兴带来了
新理念。

密山市白鱼湾镇地处兴凯湖畔。这里偏远，交通不便，
种植一般的大米缺乏竞争力。而对于有丰富营销经验的
“80 后”曹志晶来说，这里生态条件好、潜力大，拥有发展三
产融合的良好基础。

2017年，曹志晶注册成立了黑龙江湖润湾田农业有限公
司，当年就引导农民种植优质中高端水稻，面积达 3000亩。

“单产虽然低些，但价格比普通水稻每斤高 1 毛 5。”曹
志晶说，不少农民认识到，不靠产量靠质量，一样可以增收
致富。

除企业家外，一些大学毕业生也成为返乡建设发展的
重要支撑。在绥滨县忠仁镇长发村，回到村里的刘启新，成
了木耳产业的带头人。

在忠仁镇建边村，大学毕业的何继伟，成为村里的电
商操盘手，去年帮村里卖了近 70 万元的农产品。

“留得下”民俗，传承乡村文明

黑龙江省沿边境线的 18 个县市区中，少数民族聚居
村 156 个，少数民族 30 个。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成
为不少乡村活跃经济的新引擎。

赶上周末，来自北京市的 10 多名师生来到黑河市爱
辉区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鄂伦春传统文化习
俗。

这个教育基地位于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风格
鲜明的特色村寨、民俗表演，是这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走进新生村，热情好客的鄂伦春人唱起了民族歌谣。
在一个鄂伦春族的迎亲活动中，游客和热情的表演人员一
起互动。 （下转 2 版）

唱响新时代的乌苏里船歌
通往振兴之路的黑龙江边境特色乡村建设纪实

习近平在上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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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12 日电(记者彭源)芒种过后，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芒哈图村农民张华，因
缺少流动资金无法购买化肥，望着自家地里的玉米苗发愁。
正当这时，听闻“民生集市”即将举办的消息，急盼的支农惠
农贷款能在家门口现场办理，张华松了一口气。

8 日，“民生集市”如期来到芒哈图村。虽是农忙时节，
前来办事的村民络绎不绝。张华在杭锦旗大众村镇银行工
作点，很快申请到了 5 万元支农惠农贷款，购买化肥、农资
所需的生产流动资金难题迎刃而解。

“只要群众有需求，村镇银行作为‘民生集市’的一部
分就不会缺位。”杭锦旗大众村镇银行独贵塔拉支行行长
李亮军说，村镇银行的工作人员会在“民生集市”上为群
众提供一站式服务，这不仅方便了群众，也有助于银行实
地摸清借贷人的家底，从而科学协调贷款额度。

很长时间，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因地域广阔、人口居住
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成本较高，导致一些偏远地区农
牧民到村镇办事很不方便，最远来回甚至要走上百公里。

2014 年起，独贵塔拉镇为了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

题，推出了“民生集市”服务群众新模式，统筹协调旗、镇
涉农涉牧业务部门，定时定点深入村社为群众提供一站
式便捷服务。通过“赶集市”这一富有民俗文化特色的方
式，变“群众找我办事”为“我找群众办事”，对了群众的口
味，解了百姓的烦忧，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

当日，记者在“民生集市”现场看到，共有来自公安、
民政、农牧、医疗、金融等 15 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乡村广
场前摆设了办事摊位，为群众提供政策宣讲、支农贷款、
健康义诊、文化下乡等服务项目，每个摊位前都围满了需
要办事的村民。

独贵塔拉镇党委副书记王飞军表示，通过开展“民生
集市”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感情上更加贴近群众；“雪中送
炭”的暖心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据了解，当地民生集市开办以来，已累计举行上百场，
调节矛盾纠纷 472 件，医学检查 9451 人，办理支农支牧贷
款 4 .82 亿元，累计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近 2 万余件。

内蒙古“民生集市”为群众“雪中送炭”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乌苏里江流域，捕鱼人在晨光中整理网具（2017 年 6 月 16 日摄）。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6 月 12 日，重庆市第十三届芙蓉江龙舟锦标赛
在武隆区芙蓉江举行，共有来自重庆区县的 8 支队
伍参与角逐。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芙蓉江上赛龙舟

要 闻 播 报

新华社记者王军伟、何伟

“芒果临上市前一个月最为关键，这时候能否管护好，直接关系到全
年的收成！”在广西田阳县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的芒果林内，一
位皮肤黝黑、精神矍铄的老人向 40 多位贫困群众讲授芒果追肥、打药、
修剪技术，大家听得聚精会神，不时发问。

这是近日记者在田阳县那坡镇农村地头采访时见到的一幕。眼前这
位老人叫莫文珍，今年 67 岁，是远近闻名的“芒果大王”，也是带领群众搬
迁、种植芒果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尽管 7 年前已卸任那坡镇尚兴村党支
部书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党的十九大后，莫文珍主动报名参加了县里
组织的“农民讲习所”，将课堂搬到芒果园里，用方言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手把手培训村民芒果种植技术。

“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既然群众这么信得过我，我
就必须努力奋斗，带动更多大石山区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新生活。”

望着漫山遍野的芒果树，莫文珍对扶贫事业信心满满。

莫文珍原来居住的谷隆屯位于大石山区，九分石头一分地，人均耕
地不足 0 . 4 亩，是当地有名的缺水、缺土、缺粮的特困村。1987 年，时任村
干部的莫文珍带领首批 16 户村民走出大山，搬到弄蕉屯承包荒坡 450
亩种植芒果、甘蔗。

“刚开始我们连芒果什么味道都不知道，更不明白怎么种、怎么管，一
晃 4 年还没挂果。后来我四处拜师学艺，请专家进屯讲课、现场指导，才
慢慢摸出门道。”莫文珍说。经过近 30 年摸爬滚打，他成了芒果种植专家，
而“小芒果”逐渐做成“大产业”，带动越来越多群众走出贫困。

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他共带领全村 14 个自然屯 220 户 1300 多人
走出大山。1996 年，莫文珍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2000 年，莫文珍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种一亩芒果年收入超过 8000 元，可帮助一户群众成功脱贫。如今，
走出大山的尚兴村群众靠种芒果日子越过越好。记者在尚兴村弄蕉屯看
到，村民们都住上了“小洋楼”。 （下转 2 版）

从“扶贫老劳模”

到“地头新讲师”

“天鲲号”在海上航行试验中(6 月 12 日摄)。
记者 12 日从中交天津航道局获悉，经过为期近 4

天的海上航行，首艘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
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成功完成首次试航。这
标志着“天鲲号”向着成为一艘真正的疏浚利器迈出了
关键一步。此次试航经由长江口北角开往浙江花鸟山
海域进行。

“天鲲号”全船长 140 米，宽 27 . 8 米，最大挖深 35
米，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 6000 立
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 千瓦。 新华社发

【相关报道见 7 版】

我国自主研发的疏浚重器

“天 鲲 号”

试 航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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