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1 年 4 月 15 日 星期四
关注·各地

　　新华社西宁 4月 14 日电（记者吕雪莉、
李琳海）清晨，洁白的云朵缭绕在山间。蔚蓝
的天幕下，一片黄色屋顶的藏式民居，错落有
致地分布在山坡上，在阳光照耀下十分靓丽。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甘达村四
社村民土旦久美正在自家的畜棚外拉网围
栏。屋内，炉子上煮着酥油奶茶，窗台上几盆
鲜花开得艳丽；院子里，女主人扎西卓尕打开
水龙头，准备冲洗停在院里的小汽车。
　　 11 年前，这个距离玉树市约 16 公里的
村庄在 7.1 级强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震后
集中安置，甘达村家家户户住进了 80 平方
米的新房，还有 1 亩地的院子。
　　甘达村驻村干部、玉树市扎西科街道办
办公室主任桑旦兰周告诉记者，村集体经济
从无到有，从最初的综合超市逐步拓展到服
饰首饰制作、糌粑加工、牧家乐等多个项目，
固定资产达 950 万元。2020 年村里合作社
给村民分红总金额达 61.5 万元。2017 年，甘
达村 77 户贫困户彻底摘帽。
　　站在玉树市城区影像图前，玉树市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土丁青梅十分感
慨：“地震前，玉树只有三条主干道，街道也是
坑坑洼洼。一起风，到处是土和灰。”
　　三年重建，按照“北京模式”“首善标准”
打造，玉树基础设施建设跨越了 20 年。
　　震后 11 年，北京援建仍在继续。北京青
海玉树指挥部党委委员、玉树州委组织部副
部长马晨说，自 2010 年对口支援青海玉树
以来，北京市先后派出了四批、186 名援青干
部人才投身玉树各项事业，在产业发展、项目
建设、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为玉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如今，玉树已经培养起一批本土专业技
术人才和运营主管，城市运营管理基本实现
本土化，并逐步走向智能化、规范化。
　　玉树市民也适应了城市新生活。入夜，城
市霓虹闪烁，外卖小哥在城市穿梭，市民骑着
共享单车感受着方便与快捷。
　　 2018 年，玉树启动“创城”行动，州市联
动、合力共建、全民参与。经过三年创建，玉树
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这个从废墟上重生的高原新城，成为中国
涉藏地区首个全国文明城市，也是海拔最高的
全国文明城市。
  玉树州发改委副主任尕松旦周介绍，“十
三五”期间，玉树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177
亿元，先后实现现行标准下 6 个深度贫困市县
摘帽、104 个深度贫困村退出、12.98 万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34% 下降到 0.3% 以
内，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从 2015 年的 2970
元增长到目前的 9260 元以上。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作为国家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玉树成为展示美丽中国形象的

“窗口”和“名片”。过去，由于这里海拔高，植
物少，人们也称其为“树贵如玉”的地方。今年
4 月 14 日，在距离玉树市区约 7 公里的巴塘
河水源地附近，玉树州近 6000 名民众种下
青海云杉和祁连圆柏等树种。
　　玉树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宁样说：“从
2014 年开始，每年 4 月 14 日成为玉树人的
植树节。我们在绿化城市的同时，用这种方式
表达对逝去亲友的哀思。”
　　玉树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勃
说，玉树要切实扛起守护好江河源头的责任，
举力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创建，实施好青藏
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守护好三江源的生
灵草木和万水千山。
　　历经抗震救灾、灾后重建、脱贫攻坚、文
明城市创建，新玉树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芳
华时代。三江源头，云杉吐翠，迎来又一个春
暖花开！

震后 11 年，新玉树迎来“芳华时代”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14 日电（记者李建
平、杨思琪、王松）眼下正值农业大省黑龙江
备春耕时节。记者采访发现，当地一些农民为
了抢抓农时，开始违规露天焚烧秸秆。
　　 4 月 11 日晚 7 时，记者驱车行进在黑
龙江省宁安市的乡间公路上，不时见到路旁
田间泛着火光。在卧龙朝鲜族乡的一处农田，
记者“穿越火线”，走进一片正在熊熊燃烧的
玉米秸秆地。
  记者在焚烧现场看到，地上散落的一些
秸秆已被烧成炭黑色，一些正在燃烧的秸秆
火势正旺，田间烟雾缭绕，“辣眼睛，呛鼻子”，
站了几分钟就感到脸颊、嘴唇、鼻腔有较强不
适感。在大风助力下，火势快速蔓延。
　　在宁安市三陵乡东沟村，记者也发现了
3 个起火点，烟雾蔓延数百米，非常呛人。田

间很多地块留下了过火的黑色印记。
　　除了宁安市，近期黑龙江其他地区也存
在违规焚烧秸秆问题。4 月 10 日，一列火车
行驶至黑龙江省富裕县境内时，因有人焚烧

秸秆引发火情，列车一度被迫停止前进。
　　作为我国重要农业大省，黑龙江省的
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秸秆数量庞大，秸秆露
天焚烧会造成大气污染。为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省出台了秸秆禁烧规定，在每年秸秆
禁烧期内，全省范围内“全域全时段全面禁
烧”，并对焚烧秸秆人员进行处罚，对相关
县（市、区）进行责任追究。
　　一边是保护环境的禁令，一边是春耕
生产的时令，如今这些躺在田间的秸秆成
为农民的一块“心病”。
　　“去年冬天雨雪多，土地本来就潮湿，加
上有秸秆捂着，地里更不透气。眼看着要开
始播种了，现在秸秆没法处理、土地不干，心
里老着急了。”宁安市海浪镇大牡丹村村民
徐波说，“要是再不烧，真要错过农时了。”

　　为解决秸秆焚烧难题，近年来，东北地
区积极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
原料化、燃料化，部分地区整县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试点，取得不错成效。
　　但是，“目前各地加工、消纳秸秆能力，
落后于每年秸秆的生成量，这在绝大多数
农村地区仍是严重困扰农业生产的一大难
题。”农工党黑龙江省委会秘书长孔令
全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斌认为，
与秸秆“燃料化”“原料化”“饲料化”等利用
方式相比，秸秆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全面实
施秸秆还田，有利于保护黑土地。
　　专家认为，唯有堵疏结合，才能让“火
龙”从田间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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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 高 速 看 中 国

黑龙江：春耕时节，田间处处起“火龙”
记者“穿越火线”探因由：秸秆加工消纳能力滞后，农民为赶农时只能一烧了之

　　清晨，一场春雪让玉树银装素裹，远处
的山头堆满积雪，街道两旁的松树枝头挂
满细细冰条。
　　上午 10 点半，在距离玉树市约 7 公里
的巴塘河水源地附近，近 6000 名玉树民众
参与义务植树活动。种植的有青海云杉、祁
连圆柏、丁香等 2.5 万多株苗木。
　　 11 年前的 7.1 级地震，让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遭受重创；11 年后，当往事渐
渐远去，玉树民众用植树的方式表达对逝
去亲友的哀思。
　　 19 岁的尕玛青梅南加就读于玉树州
八一职业技术学校，扶苗、培土、踩实、浇

水，种树的每一个步骤，他和同学们干得都
一丝不苟。
　　“快把苗子扶直了，不然苗子长大后就
长歪了，希望我们种下的青海云杉能给家
乡增添更多绿色。”就读于玉树州民族中学
的索南文色对着同班同学求莫代忠说。
　　玉树州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才仁多杰介
绍，当日，来自玉树州 4 所学校的 200 多名
学生参加了植树活动，“希望孩子们在植树
同时，在心里种下一颗绿色的种子。”
　　当日的另一个植树点——— 玉树市琼龙
公园内也同样呈现出一番繁忙的景象。护
林员吾金才培说，几天前，他们就开始捡拾
碎石，平整土地，为植树做准备。
　　位于三江源头的玉树是中国重要的生
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素有“中华水塔”之
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过去，由于这里海拔高、植物少，人们
也称其为“树贵如玉”的地方。
  玉树 3 年灾后恢复重建，共完成投资
447.54 亿元、1248 个重建项目；灾后 10
年，玉树州每年统筹 75% 以上的财政资
金用于民生。
  2013 年至今，政府投入近 5 亿元用于
玉树市国土绿化。去年底，玉树入选全国文
明城市之列，玉树百姓在享受灾后重建成
果的同时，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绿色，是玉树最美的底色，我们将
用实际行动守好这里的生灵草木，回馈
全国人民对玉树的大爱。”玉树市林业和
草原局局长宁样说。
　　再过几天，最早在玉树开花的榆叶梅
即将绽放，粉红色的花瓣将迎来新的春天。
（记者李琳海）新华社西宁 4月 14日电

生命，在“育树”中延续
玉树 4·14 植树活动侧记

  黑龙江宁安市卧龙朝鲜族乡一处燃烧秸
秆的农田（4 月 11 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松摄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第三完全小学的学生才卓玛在课堂上（4 月 12 日摄）。新华社记者赵玉和摄

  这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人民医院（201 5 年 7
月 28 日摄）。                新华社发

  在玉树州高原千亩林木良种繁育实验基地，群众在清理
修剪过的树枝（2020年 3月 29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北京今年积分落户申报启动

落户规模为 6000 人

　　新华社北京 4月 14 日电（记者陈旭）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4 日发布消息，北京市 2021 年积
分落户申报工作将于 4 月 15 日早 8 时正式启动，申
报期限为 30 日，7 月 12 日起将在“首都之窗”公示本
年度落户人员信息。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 7 月，北京市修订出
台了《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北京市积分落户操
作管理细则》。总体看，新修订的积分落户政策运行平
稳，2020 年共有 6032 人经公示取得落户资格，截至
目前已有 5555 人完成落户办理。
　　据介绍，相比往年，今年的申报时间、公示时间均
有所提前；完善了申报系统的提示信息，优化页面展示
效果；丰富了信息查询渠道，申请人可通过网站或手机
App 线上查询本人租赁住所、自有住所、教育背景等
信息；增加即时显示积分和排名区间功能，申请人在线
完成提交后即可查看本人当时积分和排名区间；开通
了移动端审核结果查询功能，申请人可登录“北京人
社”App 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反馈结果。
　　 2021 年北京市积分落户规模将保持稳定，为
6000 人，并实行同分同落。具体时间安排为：申报阶
段（4 月 15 日 8 时至 5 月 14 日 20 时），部门审核结
果汇总阶段（5 月 15 日至 6 月 3 日），审核结果查询
阶段（6 月 4 日 8 时至 6 月 11 日 20 时），部门复核及
积分排名阶段（6 月 12 日至 7 月 11 日），公示和落户
办理阶段（7 月 12 日起公示，经公示取得落户资格的
申请人可办理落户手续）。
　　北京市将持续严格审核，对用人单位协助提供虚
假材料的，将取消当年及以后 5 年内积分落户申请资
格。在积分落户过程中，申请人和用人单位严重违反
向行政机关所做承诺的，相关失信记录将纳入北京市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南京 4 月 14
日电(记者杨绍功、陈思)真
没想到，去高速公路服务区
吃喝玩乐，竟然成了江苏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南京到上海，沪宁高
速约 300 公里，要路过 6 个
服务区。两年来，已经有网
友总结出了一份“沪宁高速
服务区环游指南”：夏天到梅
村逛商场、买水蜜桃，秋天到
阳澄湖赏园林、吃大闸蟹，平
日里在芳茂山看恐龙、在窦
庄试眼镜，玩累了可以在黄
栗墅、仙人山歇歇脚。
　　黄栗墅服务区——— 从南
京往上海走，第一站要经过
这里。服务区不大，就在南
京汤山脚下。汤山自古因温
泉而出名，这几年因乡村振
兴、环境修复而发展为热门
景点。
　　正是周末午饭时间，游
客李女士一家 4 口在黄栗
墅服务区吃饭。“从景区出
来，附近的饭店很挤，我们开
了‘脑洞’，到服务区来停车吃饭，没想到人不多、饭还
好吃。”
　　李女士说，服务区改造后，不仅环境干净整洁，还
有许多知名餐饮品牌可选，她打算跟朋友分享这个闹
中取静的“逛吃”地。
　　仙人山服务区——— 黄栗墅服务区往东 35 公里，
一片湖水之上就是这个沿线少有的提供住宿的服务
区。在这里来一碗镇江锅盖面，是不少旅客的必选。
也有人只打点开水泡碗面，开水炉旁边就是泡面小屋，
可以舒适地坐着吃饭休憩。
　　服务区工作人员唐蓓觉得，融合了镇江西津渡和
南京秦淮河的建筑风格，让自己所在的服务区虽小却
很美。平均每天有 8000 人到这里“打卡”，许多人都
感慨这里的环境有特色。
　　窦庄服务区——— 穿过仙人山，再往上海方向，就进
入这个地处江苏丹阳的服务区。丹阳眼镜产业产值占
全国七成以上，于是窦庄服务区打造了全国首家高速
公路服务区里的眼镜城。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半小
时验光配镜，价格只有市区的 2/3 左右。
　　芳茂山服务区——— 这里的恐龙绝对能让“熊孩子”
们开心。草丛里、房顶上、厕所里、天花板上……到处
都是恐龙，让孩子们来了就不愿意走。
　　梅村服务区——— 再往东走，就到了这个沪宁高速
上人流量最多的服务区。京沪高速、沪宁高速、锡通高
速等多条高速公路在这个区段交会，让梅村日均车流
量达 8 万辆，成为沪宁线上流量最大的服务区。
　　“很多人觉得我们像购物中心，不知道这里还是美
食天堂。”梅村服务区工作人员李婷把记者带到了旅客
餐厅，这里平时每天供应 100 多道菜，节假日要增加
到 120 道左右，比满汉全席还要丰富。
　　阳澄湖服务区——— 这里因为精美的园林风景、熙
熙攘攘的姑苏夜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打卡”。但许多
人没想到的是，有时候附近小区的居民比游客还多。
56 岁的居民王振林说，每天傍晚他都喜欢到这里来散
散步，看到超市里有打折的商品会买一点。
　　服务区运营方嘉兴市凯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张伟说，最近他们卖得最好的一款水果是新疆的糖心
苹果。便捷的高速公路网让服务区成为物流节点，这
里的商品可以更新鲜、更便宜、更有人气。
　　“依托高速路网，服务区正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金东说，未来
他们将继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设施改造、业态升级、
经营创新，深化交通流量节点向消费新增长点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