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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管家管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据新华社电 10月12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致电拉赫蒙，祝贺他再
次当选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塔
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彼此

扶持的好朋友、相互信任的好伙
伴。近年来，中塔关系实现跨越
式发展，双方率先宣布构建中塔
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在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走在

前列，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我高度重视中塔关系发展，愿同
你携手努力，推动中塔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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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祝贺
拉赫蒙当选塔吉克斯坦总统

广东省免费培训百万农民的第一课火爆开场。
两小时直播，吸引了345万人次观看，而且还引来大
批城里人和“90后”围观。不少人观后意犹未尽，盼
着下次“重返课堂”。这是更让人高兴的事，可说是
好兆头！

何出此言？众所周知，城市化浪潮下，农村劳动
力纷纷涌向城镇，一些村庄一度只剩老年人和留守
儿童。“空心化”也引起人们对乡村衰落的担忧。而

“农家课堂”将大批城里人和“90后”的目光引向农
村，单就增进信息沟通和城乡互动来说，就难能可
贵。被人遗忘的乡村太需要人气！

重要的是，现今的农业已非人们头脑中固化的
传统概念，正引入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有的栽种模
式也在向工厂化智能化发展。丁磊、马云、刘强东等
互联网大佬扎堆养猪，就是标志之一。乡村正展现
出前所未有的一面。因此，农村不仅需要人，更需要
成千上万有知识有作为的青年。乡村振兴的希望在
青年。观看“农家课堂”，或成为年轻人走向农村的
机缘，难道不值得高兴嘛？

现代化语境下，城乡间不仅会打破二元结构，界
线也将变得模糊。未来不仅农村人开始返乡，也会
有城市青年到农村创业或务工，这是必然的大趋
势。诚然，要让年轻人从围观看热闹到真正爱农并
全身投入，还需相应的政策和机制引导，此是后话。

庚子年
八月廿七

@街谈巷议
□阅 尽

“农家课堂”引来“90后”
是好兆头

10月 13日，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公告
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趋
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基于对
境内外参展嘉宾的身体健康、
安全出行以及对展会专业品

质等各方面因素的充分考虑，
原定于 2020年 11月 10-15日
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将延期举办，具体时间
另行通知。 （钱瑜）

日前，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联合对三亚天涯鲜管家
海鲜零售店缺斤少两、欺诈消费
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涉事商
家被吊销营业执照，店主刘某某
被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国庆黄金周期间，有网友反
映“三亚某海鲜零售店存在缺斤

少两行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随即展开调查摸排，确认涉
事商家为位于该市椰风巷的三
亚天涯鲜管家海鲜零售店。

经查实，10月5日晚，有消
费者在该店购买海鲜时，店员通
过秤具作弊，使原本1.14公斤的
海鲜变为1.61公斤。（新华）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林洁报
道：从“如果永远是贫困户就好了”到

“还是自己做事赚钱光荣”，阳江市阳
西县织篢镇塘村村贫困村民叶高胜的
思想来了个“急转弯”。12日，促成叶
高胜认识“飞跃”的“秘诀”作为经验推
介给前来该村参观的阳江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业务培训班人员。

叶高胜今年42岁，跟78岁的父亲
和两个女儿住一起。2015年，媳妇嫌
他穷，跟他离婚了，当时大女儿尚不满
5岁。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叶高胜无
法外出务工，种地收入连女儿上幼儿
园的开销都不够。

2016年，珠海横琴新区纪委承担起
对口帮扶阳西县塘村村精准脱贫任务，
火龙果种植、光伏发电、南药种植等扶
贫产业陆续在村里发展起来。2018年，
叶高胜一家四口人啥也没干就从村里
领到贫困户分红款24728.6元。

“由于发给贫困户的分红太高，导
致 2019年出现一些怪现象。”珠海横
琴新区驻塘村村第一书记刘聪告诉记
者，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思想，还
有村民争当贫困户——2019年五六月
份，一名明显不符合贫困认定标准的
村民强烈要求将其家庭列为贫困户。

“如果永远是贫困户就好了。”当
时，叶高胜也看到了戴贫困户“帽子”
的好处。

扶贫先扶志。为激发贫困户脱贫
的内生动力，2019年9月，塘村村通过
一个“以奖代补”的试行办法。今年7
月1日，修订后的《阳西县织篢镇塘村
村扶贫产业收益奖励激励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全面实施。

《办法》规定：扶贫产业收益的一
部分（占当年总收益的15%以内）分配
给村集体，一部分（约占当年总收益的
35%）按需差异化分配给因病、因灾等

造成生活困难的重度贫困户和贫困边
缘户，一部分（一般不低于总收益的
50%）奖励给贫困户。

怎么奖？《办法》规定：贫困户每养
殖一头（只）畜禽可获奖励10元或50
元，每种植一处不低于一亩的农作物
可获奖励100元；每户每月获得1000
元以上务工性及经营性收入的，可获
收入的5%奖励。上述综合奖励每户
每年最高限额为 4000元。村委会还
定期组织贫困村民参加村居环境清
理、道路杂草清理等行动，贫困村民工
作一天可获奖励150元。

今年上半年，塘村村清除村道杂草
奖励发放明细显示：共有15名贫困村
民参与，其中4人获奖励金2000多元。

“还是自己做事赚钱光荣。”刚清
除完村道杂草回到新屋的叶高胜对记
者感慨地说，“自己能动手赚钱，何必
争当贫困户！”

蓬佩奥称世界各国都“坚定
地想要成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
我外交部：

当今美国根本没有
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称世
界各国都“坚定地想要成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说，蓬佩奥的说法与其他多
方的观感并不一致，当今美国根本没有一个大国应
有的样子，已成为破坏国际秩序、威胁国际规则的麻
烦制造者。

“蓬佩奥的说法是他的意见，但不是事实，也与
其他多方的观感并不一致。”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

他说，《华盛顿邮报》刊文认为，蓬佩奥为实现其
政治野心不惜操纵美国外交政策，导致美国外交遭
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损害。哈佛大学、乔治敦大
学、塔夫茨大学等美国高校近50名国际关系和外交
政策学者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近
乎失败，在疫情、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
问题等方面都进退失据，令美国陷入虚弱和孤立，引
发不稳定、不安全和人类痛苦。

赵立坚说，不仅美国国内这么看，包括美国伙伴
和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也普遍认为，当今美国根本
没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美国打着“美国优先”旗
号，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退群”“毁约”成瘾，
动辄制裁、威胁。美国已经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公理
和道义的对立面，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赵立坚说，上个月，第七十四届联大全会表决以
169票高票通过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性决议，只有美
国和另一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美国一意孤行、倒行
逆施，已成为破坏国际秩序、威胁国际规则的麻烦制
造者。试问，哪个国家甘愿与这样的国家沆瀣一气、
同流合污呢？”

“以奖代补”，贫困户“帽子”不再吃香
阳江市阳西县塘村村一村民感慨：自己做事赚钱光荣，何必争当贫困户

三亚一海鲜店主
因短秤被拘15天

深圳改革挺进纵深

因改进拍卖理论和发明新
拍卖形式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
获得诺贝尔奖

广州地铁22号线
拟延至东莞衔接深圳
或成第一条连接广深的地铁

全省支持深圳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

举全省之力推进实施综合改革试点
推动深圳更好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带动全省不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

李希马兴瑞李玉妹王荣王伟中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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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引发各界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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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王莉
报道：13日，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0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举
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
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
介绍，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12万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0.7%，累计进出口总值年内首次
实现同比正增长。

分季度看，前三个季度进出
口规模分别为6.57万亿元、7.67
万亿元、8.88万亿元，二、三季度
环比增加值均超过1万亿元，环
比增速均达2位数。三季度，进
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
创下季度历史新高，其中7月份
单月出口创历史新高，9月份单
月进出口、进口值均创历史新
高。前三个季度进出口增速分别
为-6.5%、-0.2%和7.5%，呈现一
季度大幅回落、二季度止跌企稳、
三季度全面反弹的发展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出口从
4月份开始，连续 6个月实现正
增长。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8%，
表现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李魁
文分析，主要支撑因素有三方
面：一是防疫物资拉动出口增长
2.2个百分点，二是“宅经济”商
品拉动出口增长 1.1个百分点，
三是国内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出
口订单的增加。

此外，根据 WTO公布的月
度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数据测
算，1-7月份，我国进出口国际
市场份额为 12.6%，其中出口份
额为13.8%，进口份额为11.3%，
同比分别提升 1、1.1和 0.8个百
分点。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
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

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鄢 敏 报
道 ：伴 随 着 激 昂 的 少 先 队 鼓 号
声 ，10月 13日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广东省
少先队纪念建队 71周年主题队
日活动在佛山市青少年文化宫
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各地市的少先队辅
导员、少先队员代表齐聚一堂，共
同观看了由100多名少先队员演绎
的红色革命主题儿童情景剧《南国
之光》，缅怀罗登贤等革命先烈，传
播革命英雄事迹，引导少先队员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当天，“动感红领巾”实践活动
令人眼前一亮，现场设置了“红领
巾小健将”“红领巾小百灵”“红领
巾小创客”“红领巾小书虫”“红领
巾小主人”五大闯关摊位，将醒狮、
武术、剪纸、藤编等佛山非遗文化
融入其中，引导少先队员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同时，科技感满满的项
目让少先队员们脑洞大开，现场气
氛非常热烈。

当天，首批 8个广东省少先队
“名师工作室”亮相，分别来自广
州、深圳、汕头、佛山、东莞、中山六
个地市。

我国前三季度
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0.7%

消息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等非等非遗文化遗文化
激活激活““动感红领巾动感红领巾””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1周年，广东百名少先队员演绎红色情景剧缅怀先烈

““红领巾小健将红领巾小健将””表演武术表演武术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梁喻 摄摄

醒狮醒狮武术武术
今晨今晨
快镜快镜

最新最新
消息消息

第十三届中国航展
将延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