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前屋后种满核桃、李子、杨梅等果
树，院墙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盆景，走
进黎小禄的家，就像走进了一幅画。

黎小禄家所在的贵州省盘州市盘
关镇海坝村，是当地人居环境整治示
范村，村民门前屋后干干净净，讲卫生
已成大家的习惯。

记者路经的人家，家里几乎都有
小花坛，这些花坛风格各异，所用材料
更是五花八门，砖头、瓦片、木头搭成
了各种形状，别有一番风味。

“栅栏都是用废砖、废瓦砌成的，
花盆也是用废弃的瓶瓶罐罐改造的。”
黎小禄自豪地说，现在房前屋后的土
地都利用起来了，一草一木都是村民
自己栽种的。

而在 2015年以前，海坝村还是一
个交通闭塞、住房破旧、环境脏乱差的
贫困村。

“那时村里家畜和家禽的粪便随
处可见，苍蝇乱飞，一到雨天污水横
流。”聊到村子原貌，黎小禄印象深刻。

海坝村海拔 1800 多米，四面环
山。村里的土地多挂在半山上，过去
村民以种植玉米、马铃薯为主，长期望
天吃饭。

“2014年修路、2015年修房、2016
年人居环境整治。”盘关镇人大主席、
海坝村脱贫攻坚队队长肖值美介绍，
自精准扶贫以来，村里“一年一小变，
三年一大变”，靠的是“1+10”党建帮扶

模式，即 1名党员联系服务 10户贫困
户，发挥党员思想带动、言行示范作
用。

2015年，海坝村开始环境整治时，
要拆除废弃的老旧房屋，但很多村民

不配合。有着 20多年党龄的党员王
茶芬带头拆除马路旁自家的两排猪
圈。

“村民们都盯着党员看，王茶芬家
的猪圈拆掉后，马路对面那家也把 25
米长的围墙拆掉了。”肖值美说，在党
员的带动下，村里顺利拆除老旧房，村
容村貌大为改观。

增收致富快，也靠党员带。近年
来，海坝村党员带头进行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改种刺梨、软籽石榴、樱桃等
经济作物，村民通过在产业园务工以
及入股分红增加收入。2019年，海坝
村贫困人口清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924元。

“收入上来了，人居环境也要跟
上。”盘关镇镇长任崇志说，在尊重群
众意愿前提下，海坝村按照美观、经
济、实用原则，结合山形地势、自然生
态，以基础设施、房屋改造、村庄整治、
产业发展、留住乡愁为主线，统一规划
实施改造。

除了党员带动，海坝村还通过村
规民约、积分管理等，引导村民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文明习惯多一分，人居
环境美十分”“屋里外，勤打理；倒垃
圾，用筐袋……”类似标语在村里随处
可见。

“再过几年，村子将会变得更美、
村民变得更富、产业变得更强，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肖值美说。

（新华社贵阳7月5日电）

海坝成“画”
新华社记者 施钱贵 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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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在贵州省盘州市盘关镇海坝村拍摄的村民用废弃瓦片做的菜园
栅栏。 （新华社记者 施钱贵 摄）

疫情下的美国独立日
7月4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威霍肯，人们观看纽约帝国大厦上燃放的

节日焰火。为避免人群聚集观看而扩散疫情，纽约今年的独立日焰火表
演分四天在多个地点燃放，且不提前公布燃放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当日是美国独立日，美国多地疫情仍面临严峻形势。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4日已超过
280万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六号02星
7月5日7时44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六号02星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单彪 摄）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5日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国
铁集团加大铁路建设组织力度，超
额完成铁路投资目标任务。上半
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258亿元，超去年同期38亿元，同
比增长1.2%。

其中，国家铁路基建投资完成
2451亿元，同比增长 3.7%；截至 7
月 1日，铁路新线开通 1178公里，
包括高铁605公里。

国铁集团建设部负责人介绍，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铁路投资仅完
成799亿元，同比下降21%。二季
度，落实中央复工复产及“六稳”

“六保”决策部署，国铁集团调增了
铁路投资计划，加大了在建工程组
织实施力度，完成投资2459亿元，
同比增长11.4%，其中基建投资完
成 1797亿元，同比增长 16.4%，在
超额完成投资计划的同时，补上了
一季度投资的亏欠，实现了铁路投
资的逆势增长。

上半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3258亿元

据新华社广州 7 月 5 日电
（记者 胡林果）夜间出行和消费
数据显示，广州市的夜经济正在回
暖。自广州市启动夜间消费节以
来，多个商场推出夜间活动，不少商
家通过延长营业时间、运用消费券、
直播、外卖等方式刺激夜间消费。

记者 5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
解到，广州市于6月份举办了2020

“Young城Yeah市”（羊城夜市）夜
间消费节，包括天河路商圈、北京
路商圈、上下九路商圈等在内的
30 多个商圈成立了夜间消费联
盟，共同打造夜间消费精品。

广州夜间消费节启动一段时
间后，不少夜经济消费场所正在回
暖。支付宝对广州市夜间消费的
统计显示，今年 6月份晚上 7点后
使用支付宝搭乘公交、地铁等出行
的人数增长了 23.75%，夜间线下
交易笔数环比增长超过22%。

7月 3日晚上，北京路文和友
龙虾馆内人声鼎沸，店内座位和包
厢都挤满了人，店外还有不少人正

在排队。文和友龙虾馆门店负责
人表示，跟去年比，夜间的生意还
没有完全恢复，但与今年2、3月份
相比，6月份营收已经增长了超过
30%，目前，门店的小龙虾日销量
在 500斤左右，其中有 2/3都发生
在夜间。

据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文
和友所在的北京路商圈，6月份夜间
线下消费交易金额同比增速超18%。

此外，不少商家还通过延长营
业时间等方式吸引顾客。因为接
入了外卖模式，美宜佳华南门店的
线上营业时间延长至 24小时。6
月份起，广州盒马鲜生将配送时间
延长至晚上 11点，在盒马App上，
每晚 8点还准时上线“深夜食堂”
页面，烤串、龙虾、西瓜、啤酒成为
夜间订单的主角。

盒马广州区域负责人许凤玲
表示，盒马门店的“下班后订单”逐
步攀升。今年6月份，广东全省盒
马门店的夜间消费订单比 3月份
增长超过30%。

延长营业时间、推出“深夜套餐”

广州出招促夜经济回暖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
者 吉宁）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最新数据，截至
3日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
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519.38亿元。

在交易方式方面，上周（6月
29日至 7月 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
成交 27.85亿元，其中以做市方式
成交 12.88亿元，以集合竞价方式
成交14.97亿元。

在指数方面，几大指数上周呈
现温和波动态势，截至 3日收盘，
三板成指报 1003.68点，三板做市
指数报 1107.72点，连续 3天以绿
盘报收。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本周成
交金额最高的是华韩整形，成交额
1.79亿元。

截至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
计8539家。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
成交金额超500亿元

新华社澳门7月5日电（记者 王晨曦）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 5日宣
布，经澳门、珠海两地政府协商，从 6日早上 8
时起，经珠澳口岸进入珠海暂不实施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的澳门公务、商务和有其他特殊情况
人员，进入珠海后的活动范围扩大至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九城市。

澳门每天开放3000个公务、商务和有其他
特殊情况人员的申请名额，豁免有效期为7日，
经澳门特区政府审核后，由珠海市确认并纳入
名单管理。澳门公务、商务和有其他特殊情况
人员进入珠海后14日内，活动范围限于广州、深
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及肇庆。

其中，申请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4日内未
去过澳门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无发热或咳嗽等
呼吸道症状；持澳门健康码绿码；持有效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

此外，为避免口岸通关拥堵，澳门公务、商
务和有其他特殊情况人员须经横琴口岸、港珠
澳大桥公路口岸进出珠海，从其他口岸进入珠
海将不获得豁免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资格。
通关 24小时之内须提前进行电子健康申报，
如遇口岸拥堵等情况时，请按照口岸有关部门
的分流措施通关。

上述人员进入珠海时须持以下证明材料：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居民身份证；
珠澳两地具资质机构发出的 7日内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证明（包括粤康码、澳康码显示有效
核酸检测证明）或者采样证明（采样证明须采
样24小时后方可生效）。

应变协调中心提醒，上述人员进入珠海后
14日内，活动范围仅限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九城市，14日后可到广东省内其他城市活
动。如超出规定范围活动，将可能被其他城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
擅自超出规定范围活动或违反疫情防控有关
规定的人员，将取消其暂不实施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的资格。

进入珠海豁免医学观察
的澳门居民活动范围扩
大至大湾区内地九城市

新华社日内瓦 7 月 4 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 4日
宣布停止其“团结试验”项目中羟
氯喹和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两个分
支的试验，理由是这些分支试验中
的新冠住院患者病亡率几乎或完
全没有下降。

世卫组织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试验结果显示，与标准护理
分支相比，羟氯喹和洛匹那韦/利
托那韦分支几乎或完全没有降低
新冠住院患者的病亡率。结合试
验结果以及本周召开的第二次新
冠全球科研论坛对有关证据的评
估，该组织最终决定停止这两个分
支的试验。

世卫组织强调，这一决定仅适

用于针对新冠住院患者的“团结试
验”，并不影响其他对非住院患者
使用羟氯喹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的研究评估，或作为新冠暴露前或
暴露后预防的评估。

世卫组织表示，虽然这两个分
支的试验结果都未明确显示患者
病亡率上升，但在“团结试验”的附
加项目——由法国主导的“发现试
验”中，临床实验室结果中仍出现
一些相关的“安全信号”。

“团结试验”项目由世卫组织
于3月启动，旨在通过对比多种新
冠疗法为住院患者寻找有效的治
疗方法。“团结试验”项目目前已招
募到来自 3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5500名患者参与。

世卫组织停止羟氯喹、洛匹
那韦/利托那韦分支试验

从六盘山下、秦巴山区，到南海之
滨，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体育热潮。
记者近日深入宁夏、山西、海南、陕西
等多地农村调研发现，随着生活水平
持续提升，农民体育健身意识显著增
强，体育运动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农村
凝聚力，更成为农民健康生活方式的
引领者，不少农民还在体育热潮的带
动下，吃上“体育饭”、走上致富路。

篮球鞋“蹬掉”上访帽

于秀山家住宁夏固原市泾源县新
旗村。每天早上简单梳洗之后，他会
和儿子于建平相约带上“家伙”在家门
口碰头。爷俩快步疾走，并不是赶着
去田间劳作，手里拿起的“家伙”是篮
球，他们要去篮球场“占位子”。

“以前没玩过篮球，村里球场建好
后，我就跟着学生娃娃一起打，发现打
完浑身都舒服。”于秀山说，2017年村
里新建了篮球场后，他的每日安排有
了新变化：先到球场打场球，再回家吃
饭，然后开始一天的劳作。

在新旗村村支书马省全看来，这
个篮球场和场边的体育设施对村子起
了大作用。“篮球场成了村民经常交流
的‘平台’，村庄凝聚力大大增强。”马
省全说，“几年前，我们村是有名的上
访村，村里开会时，村干部到家请，村

民也不来，现在微信群一喊，大家很快
就聚齐了。”

“体育运动在提升农民精气神，强
化乡村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其溢出效应也正在农村逐步体
现。”泾源县委副书记祁强说，目前全
县96个行政村中，具备条件的已全部
设置了包括篮球场在内的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

不仅是宁夏。中国篮协副主席、
陕西省篮协主席王立彬说，与大城市
相比，小城镇的篮球氛围更加热烈，陕
西省目前正式在册的县级篮球协会就
已超过50个，不久有望超过100个。

广场舞“挤走”麻将桌

一个篮球场，搅热了六盘山下的
小山村。同样是在山村，吕梁山下的
村民梁福音有用广场舞“对抗”熬夜的

“绝招”。
梁福音家住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

刘胡兰村。“之前农村最大的娱乐活动
就是打麻将，我有段时间也特别喜欢
打，在乌烟瘴气的房间一窝就是一天，
熬夜是常有的事，身体一天比一天
差。”梁福音说，“2015年我接触到了
广场舞，一学就喜欢上了，之后就再没
上过麻将桌，再也不熬夜了。”

近年来，山西省持续推进农村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行政村全民健
身广场全覆盖。“过去农民哪知道健身
哩？现在一大早到村里各处看看，路
上有很多跑步锻炼的。”山西省长治市
屯留县岭上村农民吴晚凤说，“生活条
件好了，许多农村百姓不再满足于‘吃
饱穿暖’，而是开始追求更健康的生
活。”

体育改变的不仅仅是群众的生
活，还有他们的思维与视野。

“五六年前我刚开始在村里跳广
场舞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觉得跳
舞的人‘不正经’。”梁福音说，近几年
随着全民健身观念在农村的普及，村
民对待广场舞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现在夏季晚上，村里跳广场舞的能有
上百人之多。

“体育+”撑起“钱袋子”

大仍村地处海南省西部的昌江黎
族自治县七叉镇，这个黎族山村曾是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民收入主要靠
种植甘蔗和水稻。

得益于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帮扶单
位的支持，2019年，大仍村举办了
骑行和徒步等多项体育赛事，“体
育+旅游”的赛事活动吸引了大批游
客。各地游客在观赏昌江优美自然风
光、参加体育活动的同时，还可以在

爱心扶贫集市购买到芒果、木棉花
茶、七叉温泉米等农产品。赛事还盘
活了当地食宿等服务，带动贫困户增
收作用明显。

自从尝到了举办体育赛事带来的
“甜头”后，大仍村确定了发展体育旅
游产业的思路，规划引进体育公司，培
育体育旅游项目，带动村民可持续增
收。

受益于“体育+”的不只是大仍
村。海南省唯一的深度贫困县白沙黎
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生态核心区，地
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白沙通
过发展体育旅游业，为农民增收提供
了新途径。

由于白沙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
的气候优势，国家攀岩训练基地等国
字号训练基地先后落户于此，当地还
接连举办了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全
国英式橄榄球精英赛等赛事。

白沙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局长赖伟说，每次大赛期间，白
沙都会举办扶贫大集，集中展示和销
售各乡镇特色农产品。该县通过“体
育+旅游”“体育+扶贫”，拓宽了扶贫
思路、拓展了农民增收渠道。

（执笔记者 何晨阳 参与记者
靳赫 刘扬涛 刘博 姚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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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体育兴 农民健身忙
——来自乡村一线的体育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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