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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今日聚焦经刑侦技术鉴定，确认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我军在东南沿海演习
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国防部

新闻局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近日位东南沿海等
海空域组织演习。此次演习是根据今年全军年度计
划作出的例行性安排。

２００５年 ７月 １５日， 在南非德班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２９届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将“澳门历史
城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这是自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
后，特区首次申报世界遗产并获成功。

“澳门历史城区”包括妈阁庙、大三
巴牌坊等 ２０余处历史建筑及相关传统
街区， 体现着中华文化的
深厚传统及其包容力，汇
聚和保存了东西方文明交
融的结晶。“澳门历史城
区”是中国的第 ３１处世界
遗产。

（记者 李梦达 整理）

2005年 7月 15日

“澳门历史城区”

申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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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量

在上海，连锁咖啡店
遍布大街小巷。但恐怕很
少有人知道，它们所用的
咖啡豆有相当一部分采
购自云南。事实上，云南
有长达近百年的咖啡种
植历史，其中产自大理州
保山市的保山小粒咖啡
豆，是公认的上品。

然而，咖啡店里动辄
数十元一杯的咖啡固然利
润丰厚， 却与咖农关系不
大。长久以来，对于云南咖
啡豆的收购价格， 当地咖
农几无话语权。 如何实现
“利益留在农村”， 让农民
增收， 始终是横亘在当地
脱贫道路上的难题之一。

合作社成为
脱贫重要角色
农民专业合作社正

成为破局的关键。在上海
援滇力量的推动下，一批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上海
对口支援地区次第涌现。

未来，这些合作社将在脱
贫攻坚的过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同时也有望探索
形成产业扶贫的新路径。

近日，上海各援外团
队在彩云之南再次 “聚
首”， 实地考察和研讨农
民合作社的可能性。

目光回到保山的咖
啡。依托“村企结对”，上海
把电商新锐拼多多引进大
理州保山市，“多多农园”

正是他们在保山开展的企
业结对扶贫合作项目。设
在保山市潞江镇的 “多多
农园”聚焦当地咖啡产业，

覆盖赧亢村、 丛岗村 2个
贫困村、792 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 力图协助当地打
造产、销、研、加工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链。

然而，保山的“咖啡脱贫”，真正的主角却
并非拼多多，而是由当地 103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组建的“赧丛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根据计
划，拼多多方面投入资金，并联合云南农科院
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在当地开辟精品
咖啡核心试验田和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待 3

年培育成熟后，两方同时退出，项目管理和收
益让渡给赧丛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 未来，由
合作社进行精品咖啡品牌的打造，并通过电商
等渠道进行销售，从而让贫困户真正享受咖啡
品牌化及精加工带来的红利。

今年 4月，这一“咖啡扶贫”项目有了第一
个动作： 为提升咖农的积极性，“多多农园”联
合拼多多平台上的咖啡商家， 从当地 51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手中溢价收购了 61.3吨咖啡豆
原料，让贫困户得到了实惠。

为农产品“出滇入沪”搭平台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 为贫困村镇、贫

困户的脱贫及长远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
极大提升了受援地区贫困人口的参与度。2018

年，作为上海浦东新区深化携手奔小康行动落
实乡镇结对帮扶的首批乡镇，浦东新区大团镇
与云龙县下辖的 4 个贫困乡镇之一的检槽乡
结为“亲家”。检槽乡的“十方福”农村电商平
台，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十方福”的前身是检槽乡哨上村的四方
福农民专业合作社。新组建的“十方福”下辖 6

个成员社、18名农村经纪人， 吸纳 733户农户
参与入股经营，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46户。

目前，“十方福”的官网和淘宝店均已上线试运
营，京东店和阿里巴巴批发网店正在备案搭建
中，各类微商渠道也已相继开通。

作为结对帮扶乡镇，大团镇也明确将按照
三年帮扶协议，全力支持“十方福”的运营，并在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赵桥游客接待中心同步
打造检槽特产馆， 为检槽乡乃至云龙县的高原
绿色农产品“出滇入沪”搭建展示交流的平台。

浙江省公安厅通报章子欣失踪案件调查情况

初步排除失联女童失足落水
■本报见习记者 顾杰 刘雪妍

昨晚，浙江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
通报淳安 9 岁女童章子欣失踪案件调查情
况：13日被打捞上岸的疑似被害女童遗体，

经刑侦技术鉴定， 确认系失联女童章子欣，

尸表未见明显暴力性损伤，符合生前溺水死
亡特征。综合视频监控、目击证人证言以及
失踪区域路况环境特征等，警方初步排除女
童为失足落水。

鉴于案情重大，浙江省、市、县三级公安
机关迅速行动，组成联合专案组，先后组织
500余名警力分赴上海、漳州、汕头、广州、茂
名、珠海、武汉等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梁某华，男，43岁，广东省化州市人，无
违法犯罪前科。已婚，育有一子一女，2004

年因养殖亏损负债等原因离家出走， 多年
未归。

谢某芳，女，45岁，广东省化州市人，无
违法犯罪前科。未婚，外出打工，多年未归。

2005年，谢某芳经人介绍与梁某华共同
生活至今，未办婚姻登记，两人名下无房产、

无车辆、无股票股权，近两年来多次以欺骗
手段向亲友骗取钱财， 用于旅游及日常生
活。由于两人诈骗行为已持续多年，其通过
实施诈骗满足日常开销的状况越来越难以
维持， 自杀前银行卡余额加现金仅剩 31.7

元。经多方走访调查，未发现梁、谢二人有参
与邪教活动等情形。

梁、 谢二人自 2018 年底特别是今年 4

月份以来，在全国各地频繁游玩，先后到过
三亚、重庆、丽江、大理、昆明、恩施、宜昌、长
沙、郑州、徐州、济南、潍坊、西安、天津、北
京、 秦皇岛等 48个城市。7月 4日早上 6时
30分许，梁、谢二人携女童章子欣从淳安县
千岛湖镇青溪村家中离开， 以乘坐高铁、网

约车等方式先后到达漳州、 汕头、 潮州、厦
门、宁波等地。7月 7日 19时 22分，监控显
示，三人在象山县松兰山旅游度假区白沙湾
区域出现；20时至 20时 20分许，有目击者
在距观日亭约百米处，看见一女子拎着包，

一男子背着一小女孩往度假区北出口行
走；22时 22分， 监控显示度假区出口一男
一女离开， 未见小女孩；7 月 8 日 2 时 01

分，监控显示，梁、谢二人跳湖自杀。经检
验，两人尸表无抓痕等损伤，毒化检验无异
常，血液有酒精含量。目前，专案组正围绕案
件开展进一步侦查。

昨天早上，章子欣的母亲从重庆家里出
发赴象山，想要来看看 4年多未见的女儿最
后一眼。昨天下午，记者在青溪小学心愿墙
上， 看到了章子欣的心愿———“我长大想当
一个画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奇迹并没有发生。

近期仍有持续降雨，三峡 18日将有 3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量级涨水过程

长江维持中下游洪水黄色预警
综合新华社7月14日电 当前

我国已进入水旱灾害防御的关键
阶段。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相
关负责人14日说，入汛以来，受降
雨影响， 全国377条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较1998年以来同期
超警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截至
目前， 长江中下游发生1次编号
洪水， 黄河上游发生2次编号洪
水，珠江流域西江发生1次编号洪
水，韩江发生2次编号洪水。

今年“七下八上”期间（7 月
16日至 8月 15日），据预测我国
南北方将各有一个主要多雨区。

预计长江中下游、黄河、海河部
分水系、第二松花江、辽河等将
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珠江流域
将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台风方
面，据预测，将有 2 至 3 个台风
在此期间登陆我国（常年同期为
2个），平均强度较强，路径以西行为主。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13 日、14 日连
续召开会商会，分析研判近期水雨情发展趋
势，进一步部署流域洪水防御工作。经会商，

长江流域仍有持续降雨过程， 三峡水库 18

日将有一次量级 35000 立方米每秒左右的
涨水过程。

根据水文气象预报，预计 7月 14日，鄱
阳湖水系东南部有大雨、 局地暴雨；15日至
20日，长江上游有持续降雨，主雨区位于金
沙江下游、上游干流及乌江，累积雨量 80到

140毫米。 长江中下游干流各站水位将陆续转
退， 洞庭湖出口七里山站 15日前后将最高涨
至 32.3米左右，低于警戒水位；鄱阳湖出口控
制站湖口站、长江干流九江站本次洪水过程最
高水位超警幅度将在 1米左右。

会商决定，继续维持长江中下游洪水黄色
预警， 继续维持长江防御洪水三级应急响应。

长江委强调，要高度重视长江流域新一轮持续
降雨洪水防御工作， 按照相关要求和部署，毫
不松懈地做好洪水防御各项工作。沿江省市要
强化堤防巡查防守，重点加强超警堤段、历史

险工段、保护重要设施堤段的巡
查防守， 切实做到险情早发现、

早处置、早除险。为应对长江上
游强降雨过程，经协调三峡集团
公司、国家电网公司、长江航务
管理局并报水利部同意，长江委
下发调度令， 自 7月 15日起逐
步加大三峡水库出库流量，7 月
15 日按日均 20000 立方米每秒
下泄，7月 16日按日均 23000立
方米每秒下泄，后续滚动预报调
度，视水雨情变化，及时调整三
峡水库调度计划。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湖南、

安徽多地受灾，湖北咸宁市长江
沿线多地水位已达到或超过设
防水位。记者从湖南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 7月 14日
10时，湘江干支流共有 9站超过
警戒水位。此外，洞庭湖沅江站

13 日 10 时超警，截至 14 日 7 时持平。截至 7

月 14日 8时，湖南 14个市州 90个县市区 393

万余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7人。

记者 14 日从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安
徽省近日迎来入汛以来最严峻强降雨过程，防
汛形势严峻，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已有 5万多人
受灾。湖北省咸宁市长江沿线多地的监测数据
显示，14日 8时，长江嘉鱼站水位 28.71米，超
出设防水位 0.21 米； 长江赤壁站水位 29.48

米，超出设防水位 0.48米。9时，长江簰洲湾站
水位也达到设防水位。

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里中国革命从“谷底”步步走向胜利

从遵义出发，更坚定走向前方
■新华社记者 胡星 李惊亚 朱超

84年前，黔北重镇遵义，中国共产党人作
出一次历史性抉择，中国革命实现从“谷底”步
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出发 85周
年之际， 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遵义会议会址，

重温来时路，寻找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信仰融入大地
遵义市子尹路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2

层的青瓦小楼高墙壁立、 朱门厚重。1935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了党、挽救
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记者挤
过熙熙攘攘的参观者， 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东
头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
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藤
条木椅围成一圈。讲解员介绍，这里就是当时的
会议室。她熟练地念出了 20位参会人的姓名。

柏辉章公馆在当时遵义城内无人不晓，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认这栋楼和这间会议室
还颇费了些周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
灵说，会议召开极为保密，遵义本地没有知情
人，当地曾将红军当年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的天
主教堂误认为是遵义会议会址。

确认会议的房间更是一波三折。1935年红
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家族的一名亲戚较早进
入公馆。他记得：“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
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
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几经查证，遵义会议会址
和会议室最终确认。墙上的那张大胡子外国人
像，就是马克思的画像。

风雨坎坷，九死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 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坚如磐石。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天气一定很冷，因为会
议桌下放着一个火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热
火朝天。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会议一共开了三天，

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
到半夜才休会。”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走向
成熟。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

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遵义
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

“如果继续照搬教条主义、照套本本，是什
么结果？会前的湘江之战和会后的四渡赤水就
是最好的对照。”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
史专家费侃如说，从那时起，我们党便深刻认
识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

民心推动转折
记者瞻仰会址时，惊讶地发现，墙壁上“中

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等标语仍
然完好。 红军离开遵义后， 这些标语还能 “幸
存”？

张小灵解开了记者疑问：红军撤离后，柏辉
章家人曾找当地群众来铲除这些标语。 群众对
红军有感情，从中“做了手脚”，用可清洗的石灰
浆水将标语覆盖。 解放后， 经当地一名泥工指
认，对墙壁进行清洗后，红军标语赫然重现。

“能如此得民心，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
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
利，绝不是偶然。”张小灵说。

1935年 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进城前，红
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红军战士严守
纪律。战士们对群众秋毫无犯，还大力宣传红
军不收苛捐杂税、主张抗日等。当红军大部队
出现在遵义城边的丰乐桥桥头时，大批民众挥
舞着三角小旗，把鞭炮放得“噼噼啪啪”震天
响，热烈欢迎红军队伍进城。

在遵义市桐梓县，当地群众 100多人昼夜
为红军碾米 20多万斤， 十多名缝纫工人和几
十名辅助女工， 自带缝纫机为红军赶制军衣
3000多套。不少遵义群众还为红军带路、送情
报、抬担架，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
品，为红军抢修枪炮等。

新中国成立后，丰乐桥改名迎红桥。桥的
名字变了， 但遵义人民对红军的感情从未改
变。今年 3月，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遵义汇
川区团泽镇卜台村拍摄时，当地村民敲起震天
响的腰鼓， 抬着一头绑着大红花的大肥猪，挑

着水果、自家蔬菜、鸡蛋，自发前来拍摄地慰
问。 抬在最前面的大红标语格外动人———“欢
迎红军再回家”。

坚定走向远方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姓红，叫红军，我住在中国。”

在遵义市绥阳县，当一名负责为部队断后
的红军战士被捕，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他
竟如此镇定豪迈地回答，直到被推入滔滔河水
中，英勇牺牲。在无数壮烈牺牲的红军英雄的
心目中，为“中国”而死，为千千万万同胞更好
地活下去而死，虽死犹生。

1934年 12月 25日， 遵义市余庆县龙家
镇，59名失散红军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 视死
如归。 刽子手们见红军战士个个豪气冲天，十
分恐慌，一阵乱刀砍杀后，匆匆把 59名红军推
入“万丈深坑”，仓惶而逃。生死关头，信念不
移，浩然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一组数据令人惊叹：长征出发时，红军指
战员每 3人才有一支步枪， 每支枪不到 50发
子弹；轻重机枪，平均每挺仅约 300发子弹。湘
江之战后，部队弹药所剩无几。到达遵义地区
后，每支枪平均只剩 3发子弹。

而此时， 国民党军 40万重兵正急速向红
军包围而来。红军用这“每支枪 3发子弹”的装
备，几乎是赤手空拳，与配备飞机、大炮的敌人
展开搏斗。

在贵州的深山密林中， 自然条件极其恶
劣，每天还要面临严酷的环境和绝地断粮等生
死考验。

若要问， 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自哪里？

答案是：信念。一名跟随红军行军 560 天的英
国传教士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
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
着是前所未有的。”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认为，

在遵义会议会址“既能寻找到初心，还能真切
感受到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 勇于修正错误，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共产党在长
征中深刻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逐渐从幼年走向
成熟。”黄先荣说，“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传统
和优势，一直引领着这个国家前进，如今正在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显示出更加
强大的力量。” （据新华社贵阳 7月 14日电）

通州区出台方案推出多项措施

北京副中心打造“夜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 关桂峰）深
夜食堂、24小时经营店、 运河夜游……北京城市副
中心推出多项措施发展“夜经济”，更好地满足公众
夜间消费需求。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通州区近
日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
工作方案》。方案提出，打造和形成各具特色的夜间
经济示范街区，发展深夜食堂项目，推动 24小时经
营店发展，打造夜间赏景，推出夜间文化休闲、赛事
活动。

很多在北京中心城区工作的“上班族”在通州区
置业。通州区商务局分析，这些人群消费能力强，餐
饮、购物、休闲、文化等夜间消费需求旺盛。据了解，

通州区将在地铁八通线沿线、 行政办公区等重点区
域发展深夜食堂，与购物中心的购物、观影、娱乐等
消费业态融合发展； 增加夜间消费品类， 鼓励发展
24小时经营业态，引导特色街区和特色商圈周边的
咖啡馆、 酒吧、 轻食餐厅等特色店开展休闲消费活
动；鼓励品牌连锁企业建设 24小时便利店；鼓励发
展 24小时书店、24小时药店、24小时影院等。

通州区将配套夜景亮化、美化工程改造，完善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根据夜间经济特色商圈、街区
等重点区域客流需求，逐步增加区内公交线路的投
入并适当延长运营时间。

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百年江汉饭店顶层火中被毁
现场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

新华社武汉 7月 14日电 （记者 冯国栋）

14日 15时许， 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 245

号的江汉饭店突发火情，现场浓烟滚滚。截至
18时许，火势基本得到控制，相关部门仍在现
场处置。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这座百年历史
建筑的顶层在火灾中被损毁。

记者现场看到，发生火灾的江汉饭店是一
栋 5层楼历史建筑，位于汉口江汉路步行街附
近。起火点位于 5楼顶层，火势较大。消防部门
先是在地面用高压水枪压制，后用云梯运送消
防员到顶楼火场实施扑救、灭火。

记者看到， 江汉饭店外围有隔离围墙，起
火前正在装修。据武汉市相关部门通报，现场
初步判断起火原因为江汉饭店外立面改造，起
火部位为 5层楼楼顶， 燃烧物质为木材等。目
前现场已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火灾详细
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了解，江汉饭店是一栋百年历史的老建
筑，饭店于 1910年开业。

乳制品抽检合格率
连续5年99.9%以上

据新华社天津 7月 14日电 （记者 胡璐）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
理司司长马纯良日前说， 乳制品国家监督抽
检合格率连续 5年达到 99.9%以上，质量安全
指标和营养指标基本与国际水平相当。他在于
天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奶业大会上作出上述
表示。

目前，我国奶业已初步建立基于风险分析
和供应链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监督管
理的治理体系，覆盖从牧场到餐桌的全过程。

中国奶业协会会长李德发说，2018年全国
奶类产量 3176.8万吨，是 1949年的 146倍。标
准化规模养殖成为主体，100 头以上比重达
61.4%，比 2008年增加了 40多个百分点。全国
乳制品产量 2687.1万吨，乳制品生产企业 587

家， 规模以上乳企实现销售额 3398.9亿元，与
1949年相比，均有上万倍的增长。

昨天，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渔池头村发生洪涝灾害，有关部门
迅速展开救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