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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在第
三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全国脱贫攻坚
奖，表彰对扶贫开发作出杰出贡献的
组织和个人，树立脱贫攻坚先进典
型，对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奖首批获

奖者和全国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先进
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是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这一任务，需
要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战，
需要各级扶贫主体组织推动，需要社
会各方面真心帮扶，需要不断改革创
新扶贫机制和扶贫方式。要广泛宣传
学习先进典型，激励全党全社会进一

步行动起来，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
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形成扶贫开发
工作强大合力，万众一心，埋头苦干，
切实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
不断夺取脱贫攻坚战新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
任务，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多
年来，全国涌现出一批批生动感人的

扶贫先进典型，在带动和帮助群众脱
贫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
突出贡献。谨向“全国脱贫攻坚奖”
获得者和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
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广大工作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们以他们为
榜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凝聚发挥国
家、集体和个人力量，以更大的决心、

更硬的举措、更扎实的工作，全力以
赴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困难群众同
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批示，对全国脱贫攻坚奖、全
国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进行了表彰。

习近平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
李克强作出批示

日前，第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
赛在京顺利举行，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5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
5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128位演讲人参加比
赛。他们用一个个真实生动感人的故事，充分
展现了新闻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今年下半年，由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主办，在全国新闻
界组织开展第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各
地区各单位积极参与，多地区和新闻单位还积
极组织初赛，广泛选拔优秀选手，进一步扩大了
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在本届活动的参赛者中，既有年轻编辑记
者，也有资深的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更有多
位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全国荣
誉获得者。他们中，有的长期扎根一线，深入基
层采访，真正做到了“三贴近”；有的在重大突发
事件和抗灾救灾报道中，不畏艰险，深入采访；
有的心系祖国边防，不忘基层官兵，走进边防哨
所；有的不计得失、不图名利，几十年如一日辛
勤耕耘在编辑工作第一线。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人民
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实地调研。人民
日报记者许博讲述了亲历总书记在人民网演
播厅同福建宁德赤溪村的乡亲们视频连线的
难忘场景，感受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
生动一幕。许博感慨地说：“新闻工作者更要
俯下身、沉下心，创造机会多到一线去，深入调
研，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写出人民群众爱读爱
看的好文章。”

新华社记者凌朔十年磨一剑，长期跟踪南
海问题报道。今年以来，他抓住菲律宾南海仲
裁案闹剧一事，与同事一道，连续奋战、精准发
力，用2000多条各语种稿件打了一场漂亮的中
外舆论争夺战，及时戳穿西方媒体关于南海的
种种谎言，有力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凌朔
说：“作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我们用中国视角
去观察，用中国利益去考量，用中国站位去讲
述，用融化在血液中的中国基因，做好中国表
达，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我们的天职，更是本
分。”

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记者蔡丽娜坚
持“在行走中记录，在体验中发现”。6年间，她
与同事在拍摄中虽历经辛苦，但其中的感动更
令她铭记。特别是一次在西藏阿里边防哨所采
访中，边疆战士的无私无畏、坚守家园的精神让
蔡丽娜深受触动：“我将一往无前，继续带着我
的真诚，在行走中发现好故事，讲述好故事！”

扬州日报社记者胡俭讲述了他常年跟踪报
道两名“打工仔”并引起社会关注的故事。胡俭
称这两名“打工仔”是他新闻道路的“引路人”。
他说，作为一名记者，就应该把这些社会上的凡
人善举挖掘出来、传递出去。

在选拔赛中，评委们纷纷表示，这些好记者
们讲出了用真情温暖的人心，讲出了用双脚丈
量的新时代，讲出了用爱心传递的正能量，充分
展现了新闻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新闻舆论工作者良好形象的责任担当。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开展3年以来，已
经成为展示新闻队伍良好形象的重要平台、新
闻战线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生动载
体。通过新闻工作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亲
为的鲜活故事，展示了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
风采，成为新闻界一次自我教育、集体交流的良
好契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记者 姜潇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践行新闻理想
为社会传播正能量
——第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引
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在我
国第三个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宣传部、国务院扶贫办16日在北京
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战略思想研讨会”，与会者交流了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
略思想的体会。

与会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把扶贫开发提到新的
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
这些思想内涵极其丰富，内容博大精
深，深刻揭示了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
特征和科学规律，精辟阐述了扶贫开
发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充分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
发展，是指导“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
的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与会者表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要学深
悟透其精神实质、精髓要义，既要
深入理解贯穿其中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新要求，又要准确把握
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所体现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攻坚克难、
化解矛盾、驾驭脱贫攻坚复杂局面
的能力，掌握履职尽责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本领。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
重要性、方向性、目标性、原则性精

髓，深入理解把握打赢脱贫攻坚的
思想方法、实施方法，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和部署上
来，坚持战略导向、问题导向、需求
导向，向贫困发起总攻，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写下新的光辉篇章。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代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扶贫办（局）负责同志，专家
学者，中宣部、国务院扶贫办有关人
员，新闻媒体记者约100人参加了研
讨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表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新华社北京10月 16日电 （记
者余晓洁 任珂）在“扶贫日”来临之
际，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国防科工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等七
部门16日联合发布科技扶贫行动方
案，启动“科技扶贫信息共享暨成果
交易平台”。

10 月 17 日是“国际消除贫困
日”，我国自2014年起将每年的10
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根据方案，七部门将共同开展科技

扶贫行动，围绕“精准扶贫、智力扶贫、
创业扶贫、协同扶贫”，瞄准贫困地区和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具体需求，通过开
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建设、要素
对接、创业扶贫、教学培训、科普惠农等
行动，到2020年基本形成贫困地区创
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

科技部扶贫办公室与国务院扶贫办
开发指导司16日在京联合举办了

“2016年扶贫日减贫发展论坛科技扶贫
平行论坛”，聚焦创新驱动、精准扶贫。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论坛上表

示，科技口做好扶贫工作的着力点在于
贯彻落实中央精准扶贫、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的精神，千千万万科技人员
下到基层，通过科普、培训等科技支撑，
带领贫困户激发潜能、创新创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应
通过科技攻关、成果转化、要素对接
等一系列行动发挥科技创新在精准
扶贫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委会主任
范小建说。

七部门联合发布科技扶贫行动方案

为什么“重金求子”诈骗盛行多年
却屡打不绝？记者采访多位办案民警
了解到，在传统的办案模式下，对电信
诈骗犯罪的信息流和资金流难以溯
源，导致办案民警跑全国，不仅成本
高，而且效率低。

“一些语音平台的经营者，不仅提
供‘重金求子’的诈骗语音，而且还提供
其他五花八门的诈骗语音。”杨卫国说，
犯罪分子获取作案工具简单、便捷，这

是电信诈骗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对于群呼机、改号软件的使用

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既为电信诈骗犯
提供了便利工具，也留下了法律漏洞。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到不同厂家生产销售
的多种规格的群呼机，价格数百元至数
千元不等。为了打消买家对被电信运营
商屏蔽的担忧，其中一款标价900元的
群呼机广告，专门标明不怕过滤。

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

示，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的关键，需要公
安、银行、运营商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
从源头管控信息流、资金流，最大限度压
缩犯罪滋生蔓延空间。

胡满松表示，在对“重金求子”诈骗
犯罪重拳打击的同时，江西还将对这些
诈骗犯罪重点区域进行综合治理，铲除
诈骗土壤，改善当地村风、民风。“首先是
加强对当地民众的法律教育，从思想上
改变他们诈骗谋生的观念；其次，加大力

度实施精准扶贫工程，帮扶村民通过合
法手段脱贫致富。”

一些基层办案民警、法律专家还
建议将电信诈骗单独成罪，并确保罪
责刑相适应；出台相关细则，明确电
信诈骗定罪量刑标准；对为诈骗提供
工具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科技企业等
所在的行业进行立法规范，加强行业
监管。 记者 赖星

（据新华社南昌10月16日电）

广撒网
一人饰

愿者上钩
多个角色

以 财 色 为
饵，扮富婆“重金
求子”，引来心存
幻想的人上当受
骗……近期，在
公安部直接指挥
部署下，全国 8
省公安机关统一
行动，出动 3000
余名警力对江西
余干县“重金求
子”诈骗团伙进
行 集 中 抓 捕 行
动，已捣毁诈骗
团伙 24 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 153
人。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重金求子”诈骗
团伙通过群呼机
拨打数十万个一
声响电话，广撒
网吸引“愿者上
钩 ”；分 步 骤 行
骗，让受害者降
低警惕性；骗取
钱财后，雇佣马
仔取现获利。

这是从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附近经过的高速公路（10月14日摄）。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总面积4095平方公里，石山面积占89%。至

2015年末，全县70.2万人中仍有13.67万人未能脱贫，脱贫成本高、脱贫
任务重。“要致富，先修路。”这个自治县在1955年成立之初，公路总里程只
有70公里。多年来，当地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群众在崇山峻岭间开山凿
石，修筑起一条条脱贫路。

至2015年底，全县道路里程已达1726.322公里，条条纵横瑶山的公
路，为脱贫致富提供了更加快速的通道。 新华社发

广西都安：瑶岭纵横致富路

今年3月，江西上饶市警方在抓捕
一名网逃人员时发现，有人专门为余干
县一些家族诈骗团伙提供群呼器、手机
卡等作案工具，涉及全国多个省市。4
月，公安部将此案列为部督案件，要求
彻底摧毁涉及的电信诈骗团伙。

余干县位于鄱阳湖东南岸，作为
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除了摘掉贫
困帽，当地急于甩掉的还有“重金求
子”诈骗乡、“富婆村”等不光彩的标
签。“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接到外地

警方要求协查的‘重金求子’诈骗案
件。”余干县公安局一名民警告诉记
者，由于犯罪嫌疑人常常冒充“富婆”
作案，所以当地一些村庄又被外界称
为“富婆村”。

距余干县城约20公里远的江埠乡
尧咀村是此次公安行动的重点区域之
一。“我们在这个村的抓捕目标对象有
40多人，涉及多个村小组。”一名参与办
案的上饶市鄱阳县公安局民警介绍。

沿着进村公路行驶，可以看到道

路两旁坐落着一栋栋尚未完工的四五
层高的独栋楼房，比常见的农宅气
派。江埠乡张家村村民王胜国曾经实
施过“重金求子”诈骗，他和同伙利用
花3200元购买的一台多卡群呼机，4
个月就骗得22万余元。诸多案例表
明，“重金求子”诈骗成本低、收益高，
有的诈骗分子行骗数次就能骗得数十
万元。

警方介绍，余干地区的诈骗手法
经历了一段演化更替的过程，多年前

较为流行的诈骗种类有“脑溢血诈骗”
“骨灰盒诈骗”“红蓝铅笔骗局”等，但
由于此类案件被多次揭露，现已销声
匿迹。此后，余干诈骗团伙与外地诈
骗团伙相互“取经”，这才让“重金求
子”式诈骗“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满松说，
警方对余干地区“重金求子”诈骗专案
经过了长达半年时间的调查，这次集
中抓捕行动就是要拔钉子、毁根本，从
面上铲除此类诈骗。

江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众多电信诈骗中，“重金求子”类诈骗手
段相对拙劣，但由于犯罪分子采用群呼
机随机撒网的方式，吸引愿者上钩，在财
色兼收的诱惑下，受害者降低了警惕性，
其中一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

——地域性家族式犯罪特征明
显，甚至全家总动员。在9月25日的
集中抓捕行动中，嫌疑犯汤某某一家
7口被一窝端。记者看到，汤某某屋
内的一堆杂物中，放着用坏的点钞机，

屋外则停放着四辆中高档汽车。
江埠乡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记者，

汤某某家族只是余干县“重金求子”诈
骗的一个缩影。有村民涉足诈骗一夜
暴富后，刺激许多人铤而走险，有的“收
编”亲朋好友，有的专门上门“学艺”。

——广撒网“愿者上钩”，分步诈骗
积少成多。群呼机是诈骗团伙最主要
的作案工具。有的群呼机经过设置后，
每天能自动拨打四万余个一声响电话，
对方若有回拨就会先听到富婆“重金求

子”的语音留言。若对方警惕性高，嫌
犯就会另寻目标；若目标上当，嫌犯就
会冒充富婆一步步骗取钱财。比如，

“富婆”会向受害人主动提出见面，并将
事先查询到的受害者所在地的某处知
名酒店作为约会地点，然后利用改号软
件伪装成酒店电话打给受害者，对方看
到电话来自本地，就更加深信不疑。

一旦对方深信“富婆”已至，这名“富
婆”就会以交律师费、体检费、公证费、个
人所得税等为由进一步骗取对方钱款，

费用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诈骗团伙分工明确，有的一

人分饰多角。围绕“重金求子”诈骗，
还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其中，上游
负责提供作案设备，中游负责行骗，下
游负责雇佣马仔洗钱。在行骗这一环
节中，有的人还能分饰富婆、律师等多
个角色。根据王胜国的供述，一旦受害
人信以为真，就会使用具有魔音功能的
手机，冒充富婆以及律师，以种种理由
要求被害人向其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 新华社青岛10月16日电（张刚 吴登峰）

10月15日，已经退出现役的我国首艘核潜艇
（上图）在拖船的拖带下，靠泊在位于青岛的海
军博物馆码头。不久之后，这艘游弋大洋40余
载屡建功勋的核潜艇，将作为一件展品供世人
参观。

进驻博物馆前，我国首艘核潜艇经过了彻
底的去核化处理，相关指标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达到博物馆对外公开展览要求。这艘核潜艇退
出现役，并完成核废料、核反应装置及相关设备
的安全、彻底、稳妥处理，标志着我国核潜艇从
研制生产、使用管理到退役处置形成全寿命保
障能力。

我国首艘核潜艇退役
靠泊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

——江西“重金求子”电信诈骗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