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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管理下，民主村产出的桑叶品质好，

喂养的桑蚕产丝品质和产量都很高，一个蚕

茧平均可抽出1000多米长的蚕丝。

项目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土地流转租金和

下一年的生产费用后，全部用于贫困户分

红。民主村村支书徐万和算了一笔账：村里

对植桑养蚕扶贫田总投资70.6万元，2019年

收益3.5万元，户均分红850元左右。今年，

预计收益翻一番，户均分红可达1500元左

右。

今年，民主村打算继续扩大规模、增加项

目，再增设42栋葡萄大棚，引进新品种；建5

栋温室大棚种反季蔬菜。党群合力，让规模

扩大，收成提高，日子越来越好。

保障兜底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在磐石市经济开发区辣椒栽植扶贫田

里，一排排辣椒苗钻出地膜，在垄台上齐齐整

整地挺立着。靠路边地头处，立着一块块牌

子。走近细看，每5垄地1块牌子，上面详细

标明贫困户、包保市级领导、包保单位领导、

包保单位等信息。

目前，磐石2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已脱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的99.3%。尚未

脱贫46户，大都是无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弱

的，他们怎么办？

磐石市给出的答案是，划出专门的增收

保障基地，每户1.5亩，收益全部用于未脱贫

的贫困人口保底分红。

磐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乔云波介绍，

为了确保未脱贫户46户83人脱贫、脱贫监测

户32户59人不返贫、边缘户260户478人不

致贫，依托吉林省鑫达农牧公司，全市建设百

亩辣椒栽植扶贫田，专门用于为这些家庭增

加收入。

“1，2，3……56”“56个！”在辣椒栽植扶

贫田里，吉林省鑫达农牧公司老总王春生和

扶贫干部围在一棵20多厘米高的辣椒苗前

查数，兴奋地发现已结了56个辣椒。这个品

种，是回乡创业的王春生精挑细选的高产辣

椒种苗，成熟期短、抗病能力强，每亩产量可

达5000斤以上。

“这片辣椒是党员志愿者们5月19日刚

刚栽植的，还没有长大。”市脱贫办孙丽凤说，

到了成熟期，这种辣椒大概能长到半米多高，

一株大概能结100个左右辣椒。

朝阳山镇朝阳山村贫困户鄢振堂老爷子

80多岁了，提起自己的“专属扶贫田”就开心，

见人就说：“我赶上好政策了，我也能脱贫了。”

扶 贫 田 里 秧 苗 壮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复

信。习近平在信中愉快地回忆了2018年访

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出席布图卡学园启用

仪式的情形，肯定学园办学成绩，对学园近

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复课表示欣

慰，指出中方将继续为学园发展提供必要支

持和帮助。

此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校方

致信习近平主席，衷心感谢习主席关心学园

发展，高度评价中方为推进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国际合作所作积极贡献，表示在中方

帮助下该校克服疫情影响实现复课。

布图卡学园自2018年 11月启用以来，

招收学生约3000名，改善了当地办学条件，

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民众一致好评。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复信

7月6日，人们排队
等候进入法国巴黎卢浮
宫博物馆参观。因新冠
病毒疫情关闭3个多月
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于6日重新开放。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参考消息》6日刊登美国福克斯

新闻网站文章《比尔·盖茨将新冠病毒传播部分归咎于脸书和

推特网站》。摘要如下：

随着新冠病例在美国继续增加，比尔·盖茨在一定程度上

将责任归咎于像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企业，称它们在

限制有关这种病毒的错误信息传播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盖茨在接受《快公司》杂志的采访时说：“遗憾的是，这些

数字工具可能总的来说助长了我称之为‘疯狂想法’的传播。”

作为回应，脸书网站的一名发言人强调了该公司自疫情

开始以来所采取的数项举措。

盖茨在采访中还谈到一系列其他话题，包括不戴口罩的

人，他说这“难以理解”。

64岁的盖茨说：“这并不昂贵，但有些人觉得（不戴口罩）

是自由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事的象征，尽管存在感染其他人的

风险。”

盖茨指脸书推特成疫情“帮凶”

新华社旧金山7月6日电 两架飞机5日下午在美国爱达

荷州相撞，救援人员已找到2名遇难者的遗体，其余6名机上

人员下落不明，但据推测已全部丧生。

爱达荷州库特内县警方说，两架飞机相撞后坠入科达伦

湖，救援人员已使用声呐确定了飞机残骸在湖底的位置，打捞

工作将持续数日。

美国两架飞机相撞
数人丧生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王优玲）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统计局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区块链工程

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

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

“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等9

个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

职业。此外，此次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互

联网信息审核员”等5个工种，同时将“公共

卫生辅助服务员”职业下的“防疫员”“消毒

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等3个工种上

升为职业。

这批新职业是由人社部向社会公开征

集，组织职业分类专家按照职业分类原则、标

准和程序进行评估论证，并通过网络媒体等

向社会公示后确定的。这批新职业主要涉及

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适应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的新业态领域以及适

应贫困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需要

的促进脱贫攻坚领域。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9个新职业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温馨）针

对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

任纳瓦罗近日再度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

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日说，纳瓦罗撒谎

成性、造谣上瘾、四处投“毒”，奉劝纳瓦罗之

流尊重事实和科学，摒弃政治私利高于人民

生命的错误做法，不要再胡言乱语、欺骗世

人。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

问时说，纳瓦罗四处散播的是借疫情对中国

污名化的“政治病毒”。

他说，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最

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目

前，美国国内确诊病例超过287万，死亡人数

近13万。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日前警告称，新冠肺炎不会自动

消失，数据不会撒谎，有关国家应该快速清醒

过来。

“中方已经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成

果并且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住了新发疫情，

反观美方，又到底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

美方要‘甩锅’推责到什么时候？”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纳瓦罗曾在书中使用虚构专家

“罗恩·瓦拉”——这是他名字的变体——抹黑

中国，世人早已看穿他的说谎本性、甩锅把戏

和反华本质。“纳瓦罗还是先回答一下微软—

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的质疑吧：为什么美国新

增病例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他也应该回答

国际社会的‘灵魂拷问’：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实验室

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

有什么联系？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

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

“我们奉劝纳瓦罗之流尊重事实和科学，

有一点起码的担当，把应对美国国内疫情、挽

救人民生命放在首位，摒弃政治私利高于人

民生命的错误做法，不要再胡言乱语、欺骗世

人了。”赵立坚说。

外交部驳斥纳瓦罗抹黑中国言论：

撒谎成性、造谣上瘾、四处投“毒”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齐中熙）根据《民航局关于

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6日民航局再次发布通知，决定

即日起，暂停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卡至广州

BS325航班运行1周。这是民航局发布的第三份“熔断指令”，

也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首份“熔断指令”。

6月28日，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卡至广州

BS325航班上，5名旅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触发航班

熔断条件。

根据此前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

有关规定，民航局决定对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实施航班熔断

措施，并要求熔断的航班量不得用于其他航线。

民航局发出首份外航“熔断指令”

新华社乌兰巴托7月6日电（记者阿斯钢）蒙古国卫生部

6日称，位于该国西部的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斯县发生疑似

鼠疫疫情。

据卫生部公共关系和监测司司长娜仁格日乐介绍，最近

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斯县一位15岁男孩食用了家里牧羊犬

捕来的一只旱獭肉后，发生浑身发热症状，当地卫生防疫部门

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病例，并及时采取了隔离治疗措施。

娜仁格日乐呼吁民众不要非法捕猎和食用旱獭肉，更不

要非法运输、交易旱獭肉及其皮毛等。旱獭俗称土拨鼠。鼠

疫是一种细菌性传染病，主要由寄生在老鼠、旱獭等啮齿动物

身上的跳蚤传播。

此前蒙古国科布多省报告了两例鼠疫病例，目前患者病

情趋于稳定。与蒙古国接壤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也报告了鼠

疫病例。

蒙古国报告一例疑似鼠疫病例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王琳琳）国家卫健委官网日

前发布10条2020年高考防疫家长关键提示。其中提醒，家长

帮助孩子准备好口罩、手套、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和消毒

用品，提醒孩子严格按照考试规定，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以及

相关考试用品、防护物品。

疫情让今年高考与以往不同，关键提示提醒家长也要做好

个人防疫。比如，考前及高考期间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如有异

常，应向考生所在学校报告，并及时就医。身体不适时，尽量减

少与考生直接接触。家长宜尽量减少外出，减少聚会、聚餐等聚

集性活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场所。如需外出，应

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保持1米社交距离、加强手卫生。

送考时，关键提示提醒家长自觉维护考点周边秩序，遵守

各考点送考区的相关制度，不进入考点警戒范围，嘱咐孩子按

考点指示图或工作人员指引进入考场。将孩子送至考点顺利

进校后，自行离去，不聚集、不扎堆，减少交谈，避免交叉感

染。同时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等。

选择休息场所时，关键提示提醒有条件的考生在考试间

隔期间应回家休息。如需订酒店，尽量采用预约方式，缩短到

店时间，提前了解酒店要求，准备好每个人的身份证、健康码

等。到店后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人群聚集。进入

房间，对公用设备、设施如卫生间和门把手等表面可做清洁消

毒，并建议自带个人用品。

在准备考生饮食时，关键提示提醒食物应烧熟煮透，家庭

制备食物注意关键环节卫生，保证食材新鲜，加工和存放时注

意生熟分开。外购即食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和储存条

件。在外就餐时，注意做好防护，减少就餐时间，使用公勺公

筷。考试期间坚持规律饮食，家长给孩子多准备清淡、易消化

食物，三餐膳食要营养均衡，早餐忌过饱，午餐要荤素搭配，晚

餐以清淡为主，不宜喝浓茶和咖啡。

在缓解考生心理压力上，关键提示提醒家长考前要按照

高考的时间安排调整孩子作息，根据孩子的身体素质，选择适

合的运动项目和方式稍作放松，高考期间不可运动过量。同

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营造温馨、放松的家庭氛

围。可以跟孩子多谈心，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积极、正向鼓

励孩子乐观面对、从容应对高考。

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

10条高考防疫关键提示

近期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持续激增，多地

新冠住院病例数也不断刷新纪录。美国总统

特朗普表示，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持续攀升

是由于检测量比其他国家都大。然而众多专

家指出，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激增的趋势并非

源自检测能力的增强，而是由病毒感染率增

加导致的，也就是说病毒传播在加快。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5日更新

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全美新增

确诊病例超过5.2万例，新增死亡病例271

例。本周美疾控中心公布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多次破5万。4日是美国独立日，美疾控中心

当天公布的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高达

57718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

数新高。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日晚，美国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已超过288.8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过12.9万例。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

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地新增病例持续

创新高。4日，佛罗里达州单日新增病例超

过 1.1 万，得克萨斯州单日新增病例超过

8700例，均刷新了此前纪录。

4日发表独立日演讲时，特朗普再次重

申病例激增是“大规模检测”的结果，称美国

抗疫取得了“许多进展”。

不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

布雷特·吉鲁瓦尔表示，美国目前疫情曲线还

未变平缓，仍在继续走高，近期病例激增并非

检测量增加的结果。“虽然检测量越大，发现

的病例会越多，但我们相信近期病例是真正

在增加，因为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上升。”

吉鲁瓦尔说，此前美国的疫情曲线曾一

度趋于平缓，但最近又开始上升，主要是南部

和西部各州病例数大幅增长，而这些州近期

的局部暴发主要是因为35岁以下群体在聚

集活动时没有佩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所

致。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染病系主

任罗伯特·斯库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近期检测阳性率正在快速上升，这不

是因为检测量大所致，而是真真切切缘于感

染数量增加。随着病例数持续攀升，包括亚

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州在内的许

多地区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重症监护室床

位已达饱和。如果不能尽快控制形势，随之

而来的可能是死亡病例增加。

“一些政客避重就轻，强调新冠检测量

大、死亡率低、入院率低是‘好事’，这完全是

扭曲事实。”斯库利说。

他告诉记者，无症状传播是美国疫情

防控的一大难点。随着疫情发展，很有可

能会发现超过半数的感染者无症状，尤其

是 40岁以下的感染者。这部分感染者住

院或死亡的比例很小，因此官方统计的确

诊病例数未能真实反映这部分人群病毒传

播的严重程度。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

扎日前表示，美国控制新冠病例激增的“窗口

已关闭”。多位美国流行病学家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各地仓促重启经济，防

控措施不到位，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存在问

题等因素加速了疫情蔓延。

鉴于病例数激增，美国至少23个州已宣

布暂停重启经济计划。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

作组重要成员、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近日表示，如果美国目

前的新冠疫情形势得不到扭转，全美将有可

能每天增加10万病例。未来几周，控制住多

个州病例激增的任务非常艰巨而关键。

（新华社华盛顿7月5日电）

美国近期病例激增原因何在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