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陈聪 王敏

奋斗，是解码中国奇迹的钥匙，也是
通往伟大梦想的阶梯。

奋斗的征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即将落下帷

幕，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表示，不忘
初心、奋斗前行，努力干出无愧于人民的
新业绩，干出中国发展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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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日
发表《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
录》《2018 年美国侵犯人权事
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
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
民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
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严
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
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
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
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全文约
1.2 万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全文 1 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 3
月 13 日 ，美 国 国 务 院 发 布

《2018 年国别人权报告》，继
续对世界上 190 多个国家的
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
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
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
如果人们对2018年美国的人
权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
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

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
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
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 年
美国共发生涉枪案件 57103
件，导致14717人死亡、28172
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
3502 人。2018 年美国发生 94
起校园枪击案，共有163人伤
亡，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案
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
控司空见惯。美国政府的“棱
镜”项目24小时运行，未经授
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邮件、脸
谱网消息、谷歌聊天、Skype
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
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
西洋月刊》网站的报道文章分
析认为，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
图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
人权的指控。

据新华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进入三月，阳光和煦，
田野上的油菜花尽情绽放，
远远望去，就像一张金黄的
地毯。清风徐来，花枝摇摆，
散发出春的气息，好想沉醉
在这充满希望的美好季节。
充满希望的不仅仅是万物
复苏的春季，还有让我们实
现梦想的双色球。

继上周四川彩民“硬
核”盘走1446万元后，我省
阿坝、宜宾双色球一等奖彩
民再次领走共计 1287 万元
奖金。这“吸金”的速度让人
佩服不已。
路途遥远 慢慢领奖不着急

2 月 28 日晚，双色球
2019023 期 开 奖 ，来 自 宜
宾、阿坝的彩民分别拿下 1
注一等奖。开奖次日，宜宾

“发小”合买团便欢欢喜喜
地领走了大奖。阿坝的大奖
得主则一直“稳起”，直到一
周后才现身领奖。

3 月 7 日，一位满脸沧
桑，步伐缓慢的中年大叔来
到省福彩中心兑奖大厅。他

缓慢地拿出中奖彩票，用着
浓重的地方口音说着：“兑
奖！”经核实，他就是阿坝
615 万元大奖得主。小编接
过中奖的“9+1”复式彩票，
还以为他是一位资深老彩
民。结果他说：“买双色球没
得好久！去年冬天，晓得阿
坝 中 出 一 等 奖 才 开 始 买
的。”他接着介绍，“我这性
子就是慢，什么事情都不着
急。晓得中奖后，安排好家
里的事情才上来领奖。而且
阿坝也远，来一趟我还是多
不容易的。”
不假思索“支持儿子创业”

的确如此，诸如像阿
坝、甘孜、凉山的彩民往往
在中得大奖后都会相对较
迟的来成都领奖，毕竟路途
较远，中奖者都会做足准备
后才会出发。这也不禁让小
编我想起四川双色球的第
一个千万级大奖就出自凉
山，那是2010年2月，5256
万元的巨奖在当时引起了
巨大的震动。

被问到如何支配中奖
奖金时，该大叔不假思索的
回答：“支持儿子创业！”他
继续说道：“儿子在成都打
工，一直想创业，却苦于没
得资金。现在，我可以帮助
他实现他的梦想了！另外剩
下的钱肯定就是拿来给我
们自己养老了。”听着大叔
的这一番话，小编顿感：可
怜天下父母心啊！

阿坝彩民“慢慢”
领走615万元奖金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双色球2019028期开奖号码：04 19 22 26 29 30 11
3D 2019065期开奖号码：0 3 2
七乐彩2019028期开奖号码：01 05 09 10 18 23 26 30

来源：中国福彩 编辑：甘孜福彩

甘孜福彩视窗

这个春天，全国两会勾勒出清晰的奋进“路线
图”，呼唤着千千万万奋斗者砥砺前行。

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矢志创新的奋斗——
截至2018年底，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累计拥有授权专利12325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750件，系统掌握了电动汽车的电池成组、电机、电
控三大核心技术以及能量回收、驱动与制动电耦合
等关键技术。

“仍要清醒看到，我国包括汽车业在内的制造业
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全国
人大代表、江淮汽车高级工程师周福庚说，必须继续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是一家企业，整个行业，
整个国家，都不能满足现状。

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尽职尽责的奋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干一行爱一行，每天跟

工友一起干装卸，装得又快又好。虽然工作简单重
复，但丝毫马虎不得。踏踏实实的奋斗让我们快
乐、充实。”全国人大代表周建军这样诠释奋斗带
来的幸福感。

从普通工人成长为烟台港芝罘湾港埠公司第二
装卸队党支部书记，再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周建军成为港口员工奋斗的一面旗帜。

“我们赶上一个很好的时代，对于我们一线工人
来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大力弘扬奋斗精神、科学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让我们感到振奋和欣
喜。”周建军说。

冲刺美好梦想，需要一往无前的奋斗——
“我心里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我感觉到我们

农村有希望、国家有希望。”3 月 8 日，聆听完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河南省汤阴县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芹代表激
动地说。

担任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15年来，葛树芹让这
个曾经的落后村实现了“向阳飞跃”：从过去的“欠外
债”到现在村集体年收入超100万元，户均年收入超
过2万元。

“全面小康的美好梦想就在眼前，这个时候更
需要拿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啃下‘硬骨头’。”葛
树芹说。

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到春意融融的神州大地，
改革强音振奋，奋斗动力澎湃。

凝聚不懈奋斗的磅礴力量
从全国两会看奋进中国的奋斗姿态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
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实现人类探测器
首次月背软着陆。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从“天眼”探秘
到载人航天，一次次的历史瞬间，标注着中华
儿女的奋斗足迹。

“嫦娥四号登月的背后，正是一批批科学
家倾其毕生精力不懈追求、探索未知的写照。”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正是一
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奋斗，推动了科技
创新，托举起中国人探索宇宙的“大梦想”。

两会上，国家奋进的“大图景”与奋斗者实
干的“小目标”交相辉映，传递出中国信心的强
劲脉动。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6%，总量突破 90
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政府工
作报告中，一串串亮眼的数字，一个个精准的
举措，映照出千万奋斗者为了民族复兴的目
标而勤劳耕耘的奋斗身姿。

改革举措接连落地，奋斗标注时代——
外商投资法草案的审议，成为举世关注

的两会热点。“将这部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草
案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用实际行动展示出
中国正以更强劲的市场活力迈上新时代的崭
新征程。”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
亚非说。

民生保障不断完善，奋斗初心不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

质量的教育，这正是教育事业的初心和使命，
是广大百姓心头挂念的大事。”在全国人大代
表、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谢资清看来，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彰显着一个政党执政为民的价
值理念。

创新发展加速推进，奋斗收获信心——
“不断创新，奋斗的信心才会越来越足。”

在装备制造业打拼3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中
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章法，因
为把创新基因融入企业内核，站在了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制造的潮头。“焦裕禄是中信重工
的前身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第一代建设者，他
的身上不仅有艰苦奋斗，更有求实创新。”

江苏省建湖县陈甲村，很长一段时间里交通
闭塞、经济落后，当地人称为“乡旮旯”。大学毕业
生鲁曼和丈夫的返乡创业，正带动这个“乡旮旯”
发生巨变。

创业初期，火鸡销路不广，他们就拉着几百
斤的火鸡挨个去敲附近酒店的门；火鸡个头太
大不好零售，他们就去学屠宰、分割……最终，
火鸡产业越办越火，吸引全国4700余户农户参
与，每户年均收入增长8000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回首在农村创业的经历，已是全国人大代

表的鲁曼直言：“奋斗是艰辛的，也是幸福的。”
2018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易地

扶贫搬迁280万人……精准脱贫有力推进的背
后，是无数个鲁曼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

“1386万，每一个脱贫数字后面，都凝聚着
扶贫干部们攻坚克难的努力。”湖北省咸宁市市
长王远鹤代表说，奋斗，难在啃“硬骨头”，贵在
持之以恒。2019 年，咸宁要继续下足“绣花功
夫”，确保脱贫2.3万人，出列12个贫困村。

奋斗，是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艰辛。
“转型新生需要‘壮士断腕’。”全国人大代

表、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介绍，作为全国磷化
工龙头企业，兴发集团近两年围绕长江大保护，
关停临近长江的22套总价值12亿元的生产装
置，对搬迁腾出的900多米长江岸线、800多亩
土地进行生态修复。

“以前，我们的产品是按吨卖，如今是按克
卖。”李国璋说，以此为契机，公司淘汰落后产能，
研发新材料产品，近年来业绩不降反升，去年增长
达到30%。

奋斗，是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
永联村，这个江苏张家港曾经最小、最穷的

村庄，如今已是全国明星村、富裕村。2018年，
全村实现销售收入380 亿元，利税80 亿元，人
均年收入45800元。

“实现梦想，需要每个人响应奋斗号召，珍
惜当下一切的来之不易，把奋斗精神落到岗位、
融于日常。”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张家港市南
丰镇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在日记里写下了千
万奋斗者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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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观。新华社 发

达娃同志，男，藏族，身份证号码：5133281980012900
14，已从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今未到公司上班。公司已于
2018年1月22日在甘孜日报刊登返岗公告，至今你未与公
司取得任何联系，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与你解除
劳务合同，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到单位办理解
除劳动合同手续。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甘孜县供电分公司
2019年3月15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遗失启事
政协石渠县委员会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渠县

支 行 营 业 部 开 立 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账 号 ：22-
583101040001845 ，核准号：J6823000001901）遗失作废。

政协石渠县委员会
泸定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04月

20日核发的泸定县鸿源足疗店，经营者为：“朱玉霞“注册
号：92513322MA642FBY1M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泸定县鸿源足疗店

（紧接第一版）扶贫解困行动投入
25.8 亿元、就业社保促进投入
24.6 亿元、教育发展振兴投入
13.9亿元、医疗卫生提升投入3.5
亿元、文化发展繁荣投入3.4亿
元、藏区新居建设投入15.7亿元，
全部超计划完成年度筹资任务。

省委藏区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我省藏区将着力抓好

重点工程实施，打好政策组合
拳，提高各项民生工程融合度，
重点实施 4525 名建档立卡贫困
农牧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贫困
劳动力就业扶贫工程、十五年免
费教育和“一村一幼”计划、包虫
病综合防治、藏区州县广播电视
节目覆盖工程、9848户藏区新居
建设等。同时将强化调研督导，

加强民生项目全过程监管和绩
效评价，确保农牧民群众真正受
益。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创新编制
并抓紧印发《2019年藏区六项民
生工程计划“1+6”工作方案》，确
保民生项目可落地、资金方案可
落实，确保今年实现藏区贫困县
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退出、4.3
万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付真卿

我省藏区今年计划实现贫困村全退出
（紧接第一版）去年旅游人数
已经突破5万人，游客多了，需
求也高了。过去杵坭乡发展较
好的农家乐，基础设施已不能
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杵坭
乡党委书记高健介绍说。

据高健介绍，为进一步
提高乡村旅游接待水平，创
建乡村振兴示范区，自去年
底开始，杵坭乡对旅游基础
设施进行规划改造，同时引
导当地村民对农家乐进行提
档升级。“看到政府轰轰烈烈
的打造旅游基础设施，改善硬
件条件，村民们对壮大产业的
呼声越来越高。但有的经营主
体因为经营时间较短，资金积
累较少，向银行贷款的手续较
为复杂利率较高，一直观望
着。”高健说。

为了帮助村民们壮大产
业，泸定县配套制定《泸定县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
分险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鼓励合作社等农业新型市场
经营主体贷款发展壮大产业，
政府给予 60%贴息。据了解，
目前，杵坭乡已完成首批 10
余家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
评审。同时，该县还配套制定

《泸定县重点区域景观带建设
方案》，鼓励乡村振兴示范村
的产业调整，针对新建集中成
片水果基地每亩按 500 元的
标准补助，主要补助种苗和肥
料，巩固提升水果基地每亩按
200元标准补助，新建仙桃种
植基地每亩按 200 元的标准
进行补助。

“在推动大渡河流域乡村
振兴示范区建设中，不仅要把
项目按时推进，更要激发老百
姓的内生动力，达到干群一条
心的效果。”泸定县相关负责
人说。据了解，自去年州委十
一届五次全会作出“建设大渡
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的部
署后，泸定县围绕“成都后花
园、康养加休闲”定位，高质
量、高标准打造大渡河流域乡
村振兴示范区。制定《泸定县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
分险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泸定县重点区域景观带建设
方案》，鼓励合作社等农业新
型市场经营主体贷款发展壮
大产业。目前，大渡河流域干
群正齐心协力打造幸福美丽
新村升级版，为5月“新村”闪
亮登场作最后冲刺。

“分险基金”助推泸定乡村振兴

（紧接第一版）采取有效措施，逐项明确责任，对账
销号，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紧扣县“一低三
有”、村“一低五有”、户“一超六有”标准，继续加大
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确保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升；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大力实施“润
育工程”，加强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牧民的思想
观念、法制观念、发展观念，让群众充分认识到近
年来全州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强内生动力
和自我发展能力；要关心关爱特殊困难群体脱贫，
综合运用医疗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等方式，
帮助其如期实现脱贫；要紧扣雅砻江上游百公里
绿色生态产业带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加
工等本土特色产业，加快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

业”产业发展格局；要大力实施技能培训，培养致
富带头人，鼓励群众参与合作社发展，进一步完善

“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开展“回头看”“回头帮”，重
点查看已脱贫户的子女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等方
面，继续保持扶贫政策稳定，防止脱贫户返贫；要
抓实雅砻江百公里绿色生态产业示范带建设，切
实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对摘帽后的
贫困村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发展成果，推
动群众生活持续改善。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文华、雅江县相关领导
参加督导。

杨旭 刘长雄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精准施策
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