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朱海洋）从浙江农业厅
获悉，截至今年 6月底，浙江 26981个村经
济合作社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占全省总
村数的 91%以上，其中湖州市已全面完成
股改。

村级经济合作社股改，即对村级集体
经营性资产进行折股量化到户到人，实现

“资产变股权，社员当股东”，系浙江推进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去年 5
月，浙江明确提出，到 2015年底，全面完成

村级经济合作社的股改任务。
浙江的股改工程一般分清产核资、

成员界定、股权设置、资产量化、股权管
理、组织建设和收益分配 7 个环节。改造
过程中，浙江因村制宜，对一些共性问
题，一律采取包容的办法，通过固定广大
社员的合法权益，来促进集体资产保值
增值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乡一
体化建设。

据了解，组建后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将作为市场主体，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参
与市场竞争，可投资、入股、参股、联营，以
提高资产经营效益，实现资产所有股份化、
收益分配股红化、股权流动规范化、监督约
束法制化的“四化机制”。为此，农村产权
交易体系建设与股改同步推进。数据显
示，目前，浙江已有 54 个县市区下辖的近
700个乡镇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或交
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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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
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
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的遗体，6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张劲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 23 时 5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岁。

张劲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

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
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
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劲夫同
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
切慰问。

6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
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
的横幅“沉痛悼念张劲夫同志”，横幅下方
是张劲夫同志的遗像。张劲夫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

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哀乐
声中缓步来到张劲夫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
哀，向张劲夫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张劲
夫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
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张劲夫同志生前友好和
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张劲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张劲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劲夫同
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 本报记者 付伟

7月 9日，在海上“游荡”数日之后，今
年第 10 号台风“莲花”最终选择在广东陆
丰“上岸”。

“莲花”登陆刚刚两个小时，狂风暴雨
吹袭下，位于陆丰东部的崇山峻岭中，汽车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艰难前行。车中人，是
广东省汕尾农垦局局长唐海明和铜锣湖农
场场长罗伟坚。此行的目的地，是大山深
处的桂坑分场。那里 1 万亩橡胶林的安
危，此刻正翻腾在唐海明的心头。他很清
楚，作为汕尾农垦铜锣湖农场的经济命脉，
在经历了 2013 年“天兔”台风带来的毁灭
性打击之后，桂坑橡胶基地再也经不起任
何伤筋动骨的折腾了。

接连看了两处胶林后，唐海明悬着的
心才稍稍有些放下。“比我想象中的要好许
多。”他对随行人员说道，表情严峻的脸上
泛出一丝笑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成
为唐海明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抹身影。

3时20分许，就在唐海明准备上车前往
下一个视察点时，他的身体突然瘫软下来。
任凭众人如何呼唤，唐海明都没有回应。

唐海明用“因公殉职”为自己 57 岁的
人生历程画上了一个“光荣”的句号。

奋斗者：身先士卒不停步

记者从汕尾农垦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处
获得的一份工作日程表，记录了唐海明殉

职前 3 天的工作“密度”——“7 日，陪同省
农垦总局科技生产处的负责同志一行三人
到铜锣湖农场调研橡胶管理工作；8日上
午参加橡胶集团董事会，中午开党组会议，
党组会议开完后召开局办公会议；9日，到
铜锣湖农场检查指导抗击台风工作。”

“8日下午两个会议一直开到晚上 6点
半才结束，中间只休息了 5 分钟。”汕尾农
垦局人事科科长章鹏浩说，9日一大早，得
知“莲花”即将在汕尾一带登陆，唐海明与
其他局领导分兵多路，急行军赶到下属农
场坐镇指挥。

“唐局长一到农场，一边向我详细询问
铜锣湖农场的防风措施，一边和其他几个
局领导频繁通话，了解其他农场的情况。”
罗伟坚回忆，当天中午 12 点多，台风在陆
丰登陆，被吹掉的树叶漫天纷飞，密集的雨
点重重砸在窗户上啪啪作响。

简单吃完午饭，1点半，唐海明便向罗
伟坚提出要进山看看。然而，此时雨势虽
然稍稍减弱，狂风依然呼啸不止。在罗伟
坚的劝说下，唐海明又坐了下来。两点左
右，唐海明再次站起来，提出去桂坑。“看着
局长心急如焚的样子，我也不好再推托。”
罗伟坚没想到，这次“服从”却给自己留下
了终身遗憾。

在汕尾农垦局工作人员看来，此次“莲
花”台风之所以让唐海明如此揪心，重要原
因在于两年前超强台风“天兔”留下的阴影
至今从他心头挥之不去。而那次救灾复产

的浩大工程和繁重任务，也正是对唐海明
身体最为严重的一次透支。

2013年 9月 22日，超强台风“天兔”以
14级暴风的强大威力登陆汕尾。铜锣湖农
场万亩橡胶基地遭受灭顶之灾，绝大部分
即将开割的橡胶树或被连根拔起，或被拦
腰截断，或出现倒伏。唐海明看在眼中，疼
在心里，动在脚上。灾情发生后，他一头扎
进橡胶基地，与放弃中秋、国庆休假的局机
关和农场干部职工一起同吃同劳动，连续
20多天奋战在救灾复产一线，扶起倒伏橡
胶树 17.5 万株，完成切杆 16 万多株，几乎
等于再造了一个橡胶基地。

“6点钟起床，晚上天黑收工，中午只休
息半个小时。”铜锣湖农场桂坑分场场长郑
来双告诉记者，那时的唐海明完全不是一
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而更像是个 20多岁的
小伙。

改革者：攻坚克难开新路

手机中的通话记录显示，去世前，唐海
明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广东广垦畜牧有
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已经进入第二期建设的畜牧公
司，是唐海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汕尾
农垦脱困转型这篇大文章中的重要“段
落”，也是他试图改变汕尾农垦“靠天吃饭”
局面、摆脱自然灾害梦魇的最新尝试。

2010 年 4 月，唐海明率队到粤西地区
农垦部门取经。 （下转第二版）

用生命诠释信念的当家人
——追记抗击台风因公殉职的广东汕尾农垦局局长唐海明

8月5日，今年59岁的河南驻马店人杨中西在山西太原一处工地工作间隙擦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人数已超过4680万。在本该颐养
天年的年龄，大批高龄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城市从事辛苦的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年龄大了越来越不适
应所从事的工种，养老该如何解决是个难题。多位高龄农民工表示，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也不会
干别的，就想趁着能干多赚点钱，为养家，也为自己养老。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高龄农民工
养老成难题

本报讯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
第 13 号台风“苏迪罗”将于 8 月 7 日夜
间登陆或擦过台湾东北部沿海，并将
于 8 日下午到晚上在福建沿海以台风
级登陆。“苏迪罗”登陆利于缓解近期
江南地区高温天气，但当前正值南方
晚稻分蘖、中稻产量形成和畜牧、渔业
生产的关键时期，带来的强风、大浪、
暴雨可能对农（牧、渔）业生产带来不
利影响。8 月 6 日，农业部紧急部署台
风“苏迪罗”防御工作，要求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等省
（市）农业部门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和灾
后生产恢复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是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各级农
业部门要坚持稳粮增收的目标不动摇，
立足抗灾夺丰收，把防范“苏迪罗”作为
当前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强化领导，
落实责任，加大力度，细化措施，确保组

织、人员、责任、方案、物资到位，确保广
大农（牧、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损失。

二是切实加强监测预警。要坚持
应急值守，加强与气象、海洋、水利等有
关部门的联系，密切关注“苏迪罗”移动
路径、强度和天气、海浪变化，分析研判

“苏迪罗”对农牧渔业生产的影响，及时
调度灾情和救灾措施落实情况，确保信
息畅通。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手
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
防御台风技术措施。渔业部门要尽快
将台风路径、大风、大浪等预警信息通
知到相关海域的渔船和人员，及时报告
渔船进港、渔民撤离上岸、渔政船待命
等防御准备情况。

三是及早落实防御措施。立即动
员相关海域作业渔船和养殖人员尽快
回港或就近避风、避浪，及早加固维护
渔港设施和堤坝，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组织农民抓紧加固果树、大棚和畜禽圈
舍等农业生产设施，及时收获已成熟作
物，避免灾害损失。及时清理疏通田间
沟渠和畜禽场排水系统，防止发生大面
积内涝。指导农垦企业、学校、医院等
单位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四是扎实搞好生产自救。及时组
织调查、核实、评估和反映灾害影响，加
强指导服务，因地制宜组织专家制定救
灾和生产恢复方案，帮助和指导农（牧、
渔）民开展生产自救。及时排涝除渍，
修复受损港口、堤坝、渔船、鱼塘和养殖
设施，搞好补种改种、补栏畜禽、补充被
冲走鱼苗，尽快恢复生产。加强灾区动
物疫病防控和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
做好灾后消毒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
防止灾后重大动物疫病、人畜共患传染
病和农作物病虫害暴发流行。督促有
关保险机构对参保渔船等设施和农作
物尽快定损、理赔。 龙新

第13号台风“苏迪罗”来袭
农业部紧急部署防御工作

本报讯 8月 4日-6日，农业部副部长
余欣荣到河北张家口市调研农业结构尤其
玉米种植结构调整和马铃薯产业发展情
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
部署，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
持市场需求导向，强化科技驱动，加强分类指
导，积极稳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优化玉米种
植结构，推进农牧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互
动，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河北省张家口市立足区域特
色，因地制宜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玉米、饲草
作物结构，发展冷凉地区特色农业，大力发
展马铃薯产业，取得了明显成效。余欣荣来
到沽源县平定堡镇四人洼村千亩马铃薯种
植基地，听取马铃薯产业发展汇报，查看马
铃薯生长情况。他勉励当地要发挥区域资
源禀赋优势，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带领农

民群众一起致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当地经济发展的多赢局面。随后，他来到塞
北管理区马点村农民用水户协会，了解高效
节水灌溉和农业用水管理情况；走进青贮玉
米、燕麦田以及秋实草业公司，了解饲草种
植和加工、销售等情况。余欣荣指出，要适
当调减干旱缺水地区籽粒玉米的种植面积，
发展饲草生产，积极推广农牧结合、粮草兼
顾、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余欣荣还在沽源县主持召开农业结构
调整座谈会，听取省农业部门、市县领导、
基层干部和企业负责人等的意见建议。余
欣荣强调，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是高起点
上的主动作为、主动调优，要遵循由粗放向
集约转变、分散向集中转变、外延发展转向
内涵提升的原则，通过市场带动、科技驱
动、产业促动，拓展农业的深度广度，积极
探索不同区域的调整优化模式，不搞行政

命令一刀切，有效调动农民、新型经营主
体、企业和各级政府积极性，走出一条集约
高效、生态安全、绿色化的农业发展之路。

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也是余欣
荣此行调研的重点。位于塞北管理区的弘
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
事马铃薯育繁、种植、深加工的现代化企
业。余欣荣走进种植基地、种薯组培和深
加工车间，详细了解马铃薯栽培、品质选
育、主食产品开发等情况。当听到弘基农
业已形成从种薯研发到机械化种植、规模
化精细加工，从全粉废渣利用到畜牧养殖
的循环产业链，余欣荣十分高兴。他指出，
要根据马铃薯主食开发市场化、大众化要
求，着力培育加工专用品种，加大区域特色
的主食产品开发力度，打造马铃薯循环“全
产业链”，切实提升种植和主食开发的综合
效益。 龙新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河北调研时强调

扎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
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浙江九成村级经济合作社完成股改
700个乡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 本报记者 王瑜 刘婉婷 郜晋亮

青藏高原被誉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这里有热情淳朴的藏族同胞，也有质朴可爱
的援疆干部。在一路颠簸去牧区调研的路
上，农业部第七批援藏干部组组长莫广刚指
着车窗外的群山说：“你看看我们西藏的美
景，可惜就是山上沙石多，植被少。”

都说一次援藏、一生援藏，跟援藏、援青
干部接触，他们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青藏
高原的自豪和疼惜，就像说自己的故乡。

“我们就想让藏族老乡知道，
还有个援藏的亲戚在惦记着他”

“高寒、缺氧、日晒、干燥、低气压”是莫
广刚总结的西藏五大特点，但选择援藏的
人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从农业部人力
资源开发中心到挂职西藏农牧厅副厅长，
他说来了近两年，已经适应了高原缺氧，却
还是会因为干燥而流鼻血。

青海的艰苦程度也不亚于西藏。与莫
广刚一样，从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到青海
省农牧厅担任副厅长的宋中山，到青海两
年“除了没有糖尿病，其他什么病都有了”。

采访期间，农业部援藏博士服务团成员
夏兆刚正在那曲县调研，由于感冒引发肺水
肿，被紧急送往医院。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因
为高原反应住院了。一同调研的王华博士感
慨：“他们在这里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

身体的不适应他们咬牙克服，对家属
的愧疚是心里难咽的苦。“我父母身体都不
好，孩子才上四年级，父母知道在北京我爱
人照顾不过来，就主动提出回老家养病。”
在西藏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挂职副主任
的王海语气中透着辛酸。

不能孝养老人，也无法照顾孩子。莫
广刚的孩子今年高考，高考前一天他赶回
北京，高考一结束又赶回西藏，“这边工作
多，我们第七批援藏干部来的时候就定好
了制度，不能总请假。”所以每当提到孩子，

他总是一阵沉默。
亲人不在身边，藏族同胞就是亲人。

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援藏干部开展了
“进村入户、结对认亲”的活动，不仅学藏
语，还与藏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藏族
习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在自治区担任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的陈
志群携带米、油、茶砖等生活用品，自费赶赴
海拔近4000米的山南地区乃东县颇章乡达
当村，探望两户结对家庭，那时距他抵达拉萨
还不到1个月。“我们就想让藏族老乡知道，还
有个援藏的亲戚在惦记着他。”陈志群说。

在自治区农牧厅兽医局副局长牛建荣的
手机里，存着他看望拉萨彩泉福利特殊学校
残障儿童的照片，孩子们抱着新书包，吃着蛋

糕，和援藏干部靠在一起，笑容纯真而亲切。
帮扶困难群众是援藏工作的一部分。自

治区农牧厅公告栏上张贴着各种捐款明细，
记者粗略算了一下，仅5月和6月，在这里工作
的4名援藏干部捐款总数就达到了3000元。

“只要在这里一天，就要为
这里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雪域高原，一去三年，援藏援青干部冒
着生命危险为了啥？他们的答案是，“只要
在这里一天，就要为这里干点实实在在的
事情，对得起这里农牧民群众对我们的信
任”，“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降标准”，在广
袤的青藏高原，他们的实干精神不是挂在
口头上。 （下转第二版）

藏胞成亲人 高原变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