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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建东
通讯员 苗志瑜

今年的杨梅已经落市，临山镇
临南村杨梅种植大户吴银贵喜忧参
半：因气候原因，今年杨梅的收成
并不好，喜的是，网络销售形势大
好，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杨梅远
销2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在发
展，我们做农民的也要与时俱进
啊！”这位朴实的农民不由得发出
这样的感慨。这也给吴银贵增添了
不小的信心，前不久，他又与村里
签订了新的承包协议，继续经营这
百亩“花果山”，并从浙江大学请
来专家指导，精心勾画新的发展蓝
图。

昨天上午，年近60岁的吴银
贵陪同记者漫步在刺绕湾山上的果
园中，放眼望去，全是郁郁葱葱的
杨梅树，还有一些桃树、梨树，果
实挂满枝头，时而还能看见三三两
两的土鸡、土鸭，有的正在觅食，
有的在追逐嬉戏。对吴银贵来说，
这片绿水青山就是实实在在的“金

山银山”，目前共有能挂果的果树
2000多株，年销售放养土鸡、土鸭
11000多只，他也成了临山镇农民
创业的典范。但是很多人不会想
到，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座杂草
遍地、荆棘丛生、乱石成堆的荒山，
吴银贵夫妻俩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勤
劳的双手，用汗水甚至鲜血浇灌了
这片荒山，为其换上了新装，打拼出
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说起当时承包这片荒山，吴银
贵记忆犹新。那是 1996 年的冬
天，听说村里要对刺绕湾荒山进行
发包，他不顾家人和亲戚朋友的反
对，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千元积蓄，
和村里签订了10年的荒山承包合
同。第二天，夫妻俩就带着铁锹、
镐头等开荒工具上了山，做起了“新
愚公”。为了节省时间，加快开荒进
度，吴银贵在山坡旁盖起了四间瓦
房，夫妻俩每天住在山上，他又东凑
西借筹集了1万多元钱，修建了一
条600米长的上山道路。

上得刺绕湾，方知治山苦。冬
天，冷飕飕的风吹到脸上、手上，

像刀割一样，没过几天，老吴的手
上就裂开了大口子，贴上胶布还没
等愈合，一举镐头，伤口又被震裂
了。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伤
口钻心的疼，浑身都像散了架。夏
天，与他们相伴的是蚊子、蛇、老
鼠，山上蛇多，蚊子多，老鼠也
大，晚上，蛇和老鼠甚至会爬到床
上来，被蛇咬伤、被毒虫蜇伤的事
常常发生。

山上泥土少石头多，吴银贵硬
是用铁镐从石头缝中挖出树坑，从
山下一担一担地挑来泥土填坑，种
上树苗。有一次，老吴挑土上山时
不小心一脚踩空，骨碌碌滚下20
多米高的山坡，幸亏被一棵大树挡
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刚上山
时，夫妻俩身体都非常胖，老吴体
重有75公斤，仅仅半年时间，他
便瘦了整整15公斤。用坏了多少
镐头铁锹，记不清了，流了多少汗

水泪水，数不清了，用了整整8年
时间，2800多个日日夜夜，夫妻
俩终于成功开发出了150多亩荒
山，种上了杨梅、桃子、梨等果
树，还有红枫、樟树、杜英等花卉
苗木，让一座光秃秃的荒山披上了
绿装，并逐渐变成了一个“聚宝
盆”。

随着新的承包合同的签订，吴
银贵又有了新的创业思路，他计划
对整片山林进行总体规划，按照整
合资源、科学利用，宜果则果、宜
林则林原则，对果树进行合理布
局，在山顶、路旁建造花卉、果树
的风景林，用秀美的自然风光、浓
厚的乡土气息，迎接前来观光采
摘、休闲旅游的顾客，打出“游农
家园、采农家果、品农家茶、吃农
家饭”的观光农业品牌，在实现创
业致富的同时，为临山镇的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愚公”吴银贵：百亩荒山变身“花果山”

■本报记者 唐丽芸

疫情面前显担当，越是艰险越
向前。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面前，舜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叶辽宁主动担当、勇作表率，带头
凝聚起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磅礴
力量，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
序有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舜宇集团长期聚焦光学产品领
域，30多年来一直以光学零部件
为核心，是国内领先的综合光学产
品制造商。随着疫情发展，国家急
需红外测温仪用于机场、医院、高
铁站等防疫前线，舜宇集团生产的
红外测温镜头是其中的核心部件。

“这已经不是公司的事情，是国家的
事。作为党员，我们应当全力以
赴。”1月23日，叶辽宁主持召开紧
急会议，要求子公司舜宇红外光学
大年初一启动测温热像仪器镜头生
产线，集团及其他子公司全力协助，
务必满足国家防疫抗疫需求。

在叶辽宁带领下，舜宇集团紧
急发出“员工”召集令，本地及留

守余姚的党员职工积极响应加班号
召，放弃春节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生产中。为了让
外地职工及时、安全返岗，公司还
采用专列、包车等方式，开辟绿色
返工通道。

在科学有序的组织下，叶辽宁
带着舜宇集团“绝不停产、加快生
产”的集体承诺奏响了疫情物资保
障最强音。一时间，舜宇集团红外
镜头出货量达去年同期的15倍，
所有产品全部投入到防疫一线，央
视在新闻频道多个栏目中重点报道
了舜宇集团全力生产防疫物资的情
况，为舜宇集团点赞。

在画好生产“路线图”的同
时，叶辽宁还扎实筑牢防疫“防火
墙”，在复工复产中创造了不少经
验做法，起到了样板示范作用。

（下转第3版③）

不负使命勇担当
——记省优秀共产党员叶辽宁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9 日下午就

“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举行第二十一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组织建设是党的
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组织路线是
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我们党要
长期执政、永葆活力，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
要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
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为增强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
重要保证。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继续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贯彻落实好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胡金旗同志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再过两天，是我们党
成立99周年的日子。安排这次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既是庆祝党的
生日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为了推

动全党深化认识并贯彻落实好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
热烈祝贺。

习近平强调，党的历史表明，
什么时候坚持正确组织路线，党的
组织就蓬勃发展，党的事业就顺利
推进；什么时候组织路线发生偏
差，党的组织就遭到破坏，党的事
业就出现挫折。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针对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
的组织体系、完善选人用人标准和
工作机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和组
织生活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
大举措，并同强化党的理论武装、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严肃党的纪
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等相协
调，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在总结
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行了概括。
我们要正确理解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
一，准确把握好贯彻落实的基本要

求。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
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提供坚强保证。现在，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们即将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征程。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
我们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
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
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最根本的保证还是党的领导。
要教育引导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和正确前进方
向，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
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
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为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
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强调，要抓好用党的科
学理论武装全党。要加强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
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
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
力量。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自
觉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组织建
设，结合新的实际推进改革创新，
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
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实现新时
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党的组织
体系建设。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党的
建设，首先就抓中央委员会、中央
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建设，制定的
各项党内法规都对中央领导同志提
出更高标准，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在
守纪律讲规矩、履行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等方面为全党同志立标杆、作
表率。

（下转第3版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近日，“姚·先锋”党员
志愿服务直通车“开进”梁弄
镇横坎头村，为“红村”群众
提供理发、家电维修、水电维
修等服务，受到当地群众的欢
迎。 通讯员 余柱摄

志愿服务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30日下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胜利完成“十三
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发挥好改
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
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
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
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
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
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
强、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的实施意见》。会议还听取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
支柱和依靠力量。在这次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勇
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
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
3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
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
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
本性变革，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健全法律法规，提升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会议指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
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
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
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益。

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
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
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
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
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下转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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