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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富国一个特殊军
礼，感动了无数国人！

像杜富国这样身残志
坚、自尊自立的感人故事，
在我国8500万残疾人当中
还有很多。他们生命不息
拼搏不止，激励了千千万
万的残疾人兄弟姐妹奋发
图强，激发了无数民众参
与到扶残助残事业中来，
共同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迈进。

5月19日是我国第二
十九次全国助残日，主题
为“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

爱心助残 情暖神州

受全国自强模范和助
残先进者事迹的感染和激
励，今年全国助残日期间，
各地助残活动格外火热。

在山东，爱心书法家
“文化助残”笔会活动气氛
热烈；在甘肃，兰州高校志

愿者等来到“共同的光影
梦”盲人观影公益活动现
场，帮助盲人代表观影；在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爱在
上海”残健融合运动会，吸
引了公众热情参与……

很多地方还制作了公
益宣传片、主题新闻节目
或微视频，广泛普及残疾
预防及康复工作的有关知
识，组织残疾康复和预防
知识宣传，开展残疾人优
惠政策咨询。

一些助残活动还针对
残疾人生活工作需要，开
展“精准帮扶”：组织为残
疾人免费义诊，组织残疾
人专场招聘会，开展残疾
人技能培训……

家住广西河池市宜州
区同德乡六桥村的残疾人
梁福添告诉记者，自己是
助残项目获益人。

在政府的帮助和自身
努力下，梁福添加入了当

地助残扶贫项目，2018年
仅养蚕一项收入超过6万
元，再加上种甘蔗、养鱼
等，家庭年收入超过7万
元。“自己挣钱养活家人，
心里很踏实。”他说。

自强脱贫 奋斗有味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
兴港镇大山车村，肢体残
疾、左眼失明的利广存几
年前决心回乡创业。

2016年开始，在当地
政府帮扶、指导下，利广存
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
把养猪作为脱贫的努力方
向。2017年，一批批生猪出
栏，年出售60头。接着，他
又种植了3亩花生、玉米等
作物，收入增加了许多。

“国家政策那么好，只
要勤劳肯干，像我这样的人
也能脱贫致富。”利广存如
今担任镇残联专职委员，带

动周边残疾人一起干。
随着互联网日益普

及，残疾人个体创业的热
情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
残疾人在网络上寻找到创
业平台。

福建三明宁化县城郊
乡的巫立炎，属双下肢重
度二级残疾。如今，他将淘
宝店打理得风生水起。

巫立炎还主动联合县
残联开办残疾人电商培训
班，“我培训过的很多残疾
人都已创业成功。不愿意
或者不具备创业条件的残
疾人，可以留在我的电商
平台打工。”

中国残联相关数据显
示，“互联网+”的发展为促
进残疾人无障碍就业环境
建设、提供残疾人就业支
持保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有利条件，当前仅依托淘
宝网创业的残疾人就超过
30万。

向上向善 就业助残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
个好汉三个帮。

在河北秦皇岛，有一
家钢铁企业，自创办以来就
与残疾人结缘。“我们企业
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对残疾
人敞开大门，因为我觉得应
该帮助这些兄弟姐妹。”该
公司董事长王占宏说。

2002年至今，这家企
业共吸纳安置约380名残
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就业，
并设立了多项爱心助残活
动，帮助残疾人培训技能、
加快康复、教育子女。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
是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的
根本途径。近年来，我国不
断完善残疾人就业扶持和
就业促进政策措施，加强
和改进残疾人就业服务，
努力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
件、消除障碍。与此同时，

残疾人就业渠道进一步拓
宽，形成残疾人按比例就
业、集中就业、自主就业创
业、辅助性就业等多种就
业形态。

2018年，我国城乡持
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6.7万
人，城乡新增培训残疾人
49.4万人。同时，2018年我
国贫困残疾人减少100多
万，58.8万有劳动能力和意
愿的贫困残疾人通过实用
技术培训掌握了1门以上
的劳动技能。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把残疾人
就业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
位置，和有关方面一道准
确掌握不同残疾类别、不
同残疾程度残疾人的底数
和需求，切实加强职业教
育和职业培训，多渠道促
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让广
大残疾人和全国人民一起
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如今，每天超过1.4亿
件快递运送，日均超过1500
多万人次旅游出行，高铁里
程接近3万公里……一个
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
发展的活力。

流动中释放“新需求”

中国经济的活力有多
强？看看“五一”小长假———

假日期间，日均有
9266趟列车开行、1.6万个
航班起落。国内旅游接待
总人数达1.95亿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1176.7亿元。银联
网络交易总金额高达1.29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人一
天“刷”掉3225亿元。

这是中国经济内生活
力的缩影，也是出行方式
不断升级释放的需求。

从绿皮车到高铁复兴
号，从出租车到网约车，从
国内游到出境游，人流、物
流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

“助燃剂”。
以倍受欢迎的高铁为

例。高铁网的延伸让中国
城市互相连接。摊开中国
地图，可以看到，纵向的京
广、京沪高铁把环渤海经
济圈、长三角城市群、中原
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
潭城市群、珠三角经济圈

六大经济区紧密联系在了
一起，最远的城市之间也
不过8个小时左右即可到
达。

在线旅游企业驴妈妈
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
表示，高铁线路串联形成
的旅游圈，让频繁的一日
游、周末游成为可能。“旅
客从上海出发，30分钟就
能去无锡看樱花，1小时已
在西湖漫步，2小时到宁波
吃汤团，3小时可登上黄山
看云海。”

除了激发出行需求，
高铁还带来更多“红利”。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戴光泽
说，大数据研究显示，高铁
便利的地方，企业劳动生
产率更高，社会发展更好。

他举例说，过去“天无
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
州在开通黔粤、黔湘、黔渝
高铁线路后，区位环境大
为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
有了根本性改变。类似这
样靠“高铁红利”走上脱贫
攻坚快车道的案例，全国
还有不少。

交通方式的升级也为
快递业插上了快速发展的

“翅膀”。国家邮政局发布
的2018年中国快递发展指
数报告显示，2018年，快递
新增就业人数超过20万

人，对国内新增就业贡献
率超过2%。这一年，人均快
件使用量为36件，快递企
业日均服务2.8亿人次，相
当于每天5人中就有1人使
用快递服务。

流动中激发“新动能”

5月13日，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完成首次真机飞行
验证。

在外界看来，首次飞行
验证不仅仅是首飞成功那
么简单，其中蕴含着中国经
济发展的巨大空间：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打通区域协调
发展“经络”，各大区域板块
良性互动；高水平开放联通
国内国外市场……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
院教授邹建军表示，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目的，就是
要建设一个京津冀世界级
城市群。作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要交通基础设
施，大兴国际机场将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经济学家看来，高
铁、高速公路、航空等多种
先进交通方式持续升级，
犹如发展的“链条”，把各
个城市集群联通起来，推
动生产要素、信息和技术
加快交流，提高利用效率，

促进各个地区间的经济社
会协同发展，为中国经济
不断提供源源动力。

“流动”带来了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机遇。5月1日，
由广西北部湾开往天府之
国的铁海联运班列，满载
56个集装箱柜1400多吨巴
西大豆，抵达我国首批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示 范 区 之
一———四川省自贡市。作
为“千年盐都”，自贡正借
助“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两大战略交汇区的战略
优势，稳步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建设，突破老
工业城市发展束缚，实现
弯道超车。

在上海，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九城（区）院士联合
工作站日前成立。工作站旨
在吸引两院院士在此发布
最新研究成果，依托长三角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与长
三角企业家一起探讨成果
如何“中转落地”。

正是依托G60高速公
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
铁这两个交通大通道，G60
科创走廊将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国家战略下，由上
海松江，浙江嘉兴、杭州，
江苏苏州，安徽宣城、合肥
等九城（区）协同打造，成
为区域产业和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平台。

流动中塑造“新空间”

5月13日，赣州至乌兹
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
发车。这是今年赣州开出
的第100列中欧班列，较
2018年开出的第100列整
整提早了7个月。

赣州众弘通物流有限
公司负责人黄镇告诉记者，
随着赣州中欧班列实现常
态化开行，公司也跟着做起
了外销生意，为其他企业办
理进出口业务服务。仅去年
一年，公司获得的直接经济
效益就超过170万元。

来自赣州海关的统计
显示，今年一季度，赣州海
关共监管中欧班列 (赣州)
72班、标准集装箱6356个、
货值12.43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分别增长200%、
227%、192%，中欧班列(赣
州)跑出了“开门红”。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经过多
年的发展，中欧班列已成
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
各国之间的发展“新引
擎”，塑造发展新空间。

“在去程组织上，目前
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
从单一的IT产品，扩大到

衣服鞋帽、汽车汽配、粮食
食品、葡萄酒、咖啡豆、木
材、家具、化工品、小商品、
机械设备等品类；在返程组
织上，已形成以汽配、机械
设备、日用品、食品、木材为
主的固定回程货源。”该负
责人表示，未来还将开行更
多中欧班列，进一步促进中
欧之间经贸往来，丰富沿线
各国人民的消费生活。

为了让运输企业进一
步减负增效，中国民用航
空局日前决定，将向航空
公司收取的民航发展基金
征收标准，在现行的基础
上下调50%。同时积极落实
国家惠企减税政策，配合
有关部门，确保已经出台
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行业内
顺利实施。

一系列重点项目也将
接力开工。以交通为主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先行，
我国将打造世界级港口
群、机场群，构建一体化轨
道网、高密度干线公路网
和现代化高等级航道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发言人袁达表示，今年以
来，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
度加快。一季度已下达超过
80%，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
资金需求，为实现经济平稳
开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流动中国”的发展动力
文/新华社记者 樊 曦

全国助残日：自强共助 同奔小康
文/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