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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是第7个国家扶贫日。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陕西考察时指出，
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
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
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建
设“绿色银行”、融入全产业链、贫困户
变“股东”……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
解到，一些地方围绕稳定脱贫机制加快
探索，走出了一条条长效脱贫持续增收
的新路。

我在“绿色银行”上班

不久前，黑龙江省海伦市东林乡平
安村村边的果园，迎来丰收，贫困户许淑
艳脸上洋溢着笑容。这个果园45亩，栽
植黄太平果树，并套种云杉，带动50户
贫困户增收。平安村党支部书记王玉波
说，每户贫困户可分得果树、云杉各60
棵，每棵果树在丰果期预计收益40多
元。一旁的许淑艳插话：“关键这果树是
我们的了，以后年年可以有收益。”

扶贫“小果园”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海伦市建立长效脱贫机制的新探索。

在海伦市向荣镇向新村，除了有扶
贫果树一条街，村头沿沟沿河两侧还栽
种了薪炭扶贫林，不仅防止水土流失，
还可以带动脱贫增收。向荣镇共栽种
了800亩薪炭扶贫林，镇内贫困户户均
拥有一亩薪炭扶贫林。向荣镇党委书
记杨会玉说，薪炭扶贫林将产生持续效
益，前三年每年每户增收不低于 500
元，三年后，贫困户与村集体五五分成，
扶贫“小林场”成为贫困户增收“小银
行”。向荣镇向前村贫困户张建方笑称
自己在“绿色银行”上班。张建方管护
树木的公益岗位收入以及扶贫林收益，
一年可达5000元。

“小林场”筑起长效脱贫的“绿色屏
障”，实现了生态和增收的统一。近两
年，海伦市共建生态扶贫“小林场”1260
处，带动1.57万户贫困户增收。

在广西南宁市马山县古零镇古零
村弄拉屯，曾经“靠山吃山”的村民痛定

思痛，放下斧头、砍刀，山林得到休养生
息，植被日渐繁茂，弄拉屯变成“生态绿
洲”，他们还成立马山县弄拉旅游专业
合作社。去年，弄拉屯人均可支配收入
2.2万元，是合作社成立前的6倍。

吃好“生态饭”，“绿”水“金”山带笑
颜。数据显示，全国生态扶贫共带动
300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增收，生态扶贫
的新探索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我被“火车头”拉着致富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前嘴村
贫困户陈广同刚度过一个忙碌的国庆
节假期，他家20亩艾草第二茬成熟了，
他每日穿梭在半人高的艾草地里割草、
晾晒、打捆。有企业来收，他不敢马虎：

“要按标准晒到八成干才能验收合格。”
与陈广同签订单的是当地龙头企

业宁夏泽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
公司已在西吉县推广种植艾草1万多
亩，遍及全县19个乡镇。公司董事长林
玉清说，按照干草每吨1800元的价格
收购，既能保障企业原料供应，也能带
动农户增收。

多地加快探索龙头企业和小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双赢共同体。在黑

龙江省庆安县久胜镇孙广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一台台收割机正在作业。久
胜镇久阳村贫困户辛波是合作社的一
员，他一点不担心水稻销售。每到春
季，这家合作社都会和东禾农业集团签
订单。农户按照东禾农业集团提供的生
产方案进行种植，企业按照合同约定，以
高于市场价每斤0.05元至0.6元的价格
收购，并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反哺农民，
让小农户融入企业全产业链发展中。

“这样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和企
业发展绑在一起，提高了农民种植积极
性，保障了优质粮源。”东禾农业集团总
经理杨晓萍说，集团还注册成立东禾水
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2014年至2019年，东禾农业集团
共拿出 5400多万元利润奖励联社社
员。今年，东禾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社成员发展到26家合作社，带动
379户贫困户增收。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贵州省九个
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该县黄土
镇沙坪村将部分财政扶贫资金注入一
家白茶企业，实行“贷资入企”，带动20
户贫困户持续增收。龙头企业解决技
术、销路等难题，农户负责种养，两方面
紧密联系；企业与农户合作新模式在促

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给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带来“火车头”“牵引链”。

我成了“股东”还有了分红

贫困户变“股东”，分红来敲门。宁
夏固原市隆德县好水乡后海村的贫困
户石珍花没想到，自己60多岁了，居然
成了“股东”。2017年，后海村成立土地
股份合作社，全村700多亩土地入股。
入股村民享受年底分红，一亩地算一
股，石珍花有14股。这几年石珍花每年
分红近3000元，加上土地种粮收益，收
入总计近2万元。

类似的扶贫增收模式已在多地推
广。2016年10月，黑龙江省绥棱县克音
河乡向荣村成立克东向荣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王江等42户贫困户以地入股，
成为合作社的“股东”。一年后，向荣村
大部分耕地实现集中连片经营，实行农
资采购、产品销售等“全统一”的经营模
式，减少了投入成本，提高了种粮收益。

“有了分红，每亩地比自己种多收
入 200多元，我家有 30多亩地，增收
6000 多元。”王江说。2019 年，全村
14495亩旱田全部加入克东向荣现代农
机专业合作社。

向荣村党总支书记刘峰说，合作社
由村集体牵头领办，农民以地入股，通
过建立“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利益联
结机制，确保乡亲们尤其是贫困户持续
获益。富起来的向荣村建设了文化广
场，去年还为村里205名65岁以上老人
每人按年龄发放了200元至500元不等
的补贴。

贫困户变“股东”，还能在家门口上
班。吉林省磐石市永丰村贫困户赵德
兰快60岁了，过去起早贪黑一年也赚不
了多少钱。如今，她加入村里成立的合
作社，不仅省心了，还脱贫了。

“合作社改种绿色稻米和黄豆，收
益提高，我们年年都有分红。”加入合作
社后,赵德兰除了土地收入、分红，每年
在合作社打工还能挣3000多元。

新华社

“绿色银行”发工资，“股东”分红来敲门……

探索长效脱贫致富新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韩国外交部表示“强烈遗憾”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韩国外

交部17日就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向靖
国神社献祭品表达“强烈遗憾”。

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靖国
神社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和供奉战
犯，韩方“对日本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向
靖国神社献祭品表达强烈遗憾”。韩国
政府强烈呼吁负责任的日本领导人正
视历史、深刻反思，以实际行动对面向
未来发展韩日关系的呼声作出回应。

17日是靖国神社秋季大祭第一
天。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菅义伟没有去供奉包括二战甲级战犯
在内的靖国神社参拜，但以首相名义送
去祭品。菅义伟内阁的厚生劳动大臣
田村宪久和科学技术担当大臣井上信

治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也向
靖国神社献祭品。

日本媒体报道，菅义伟在安倍晋三
政府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一直没有向
靖国神社献祭品，这次献祭品是沿袭安
倍的做法，同时不会去靖国神社参拜。

安倍8月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
菅义伟9月当选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及
首相。安倍卸任后于9月19日参拜了
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
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中国等亚
洲邻国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
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俄欲无条件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白宫声明表示“行不通”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6日电 美国

白宫16日拒绝俄罗斯方面关于将明年
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无条件
至少延长一年的提议。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
莱恩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总统
普京当天关于在不限制核弹头数量条
件下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提
议“行不通”。

克里姆林宫网站发表声明说，普京

16日召集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讨
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普京
提议将该条约无条件至少延长一年。
他表示，延长这一条约旨在为详细磋商
相关问题争取机会，防止俄罗斯和美国
以及全球所有希望维持战略稳定的国
家失去此领域的基础性文件。

为讨论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相关问题，美俄代表今年6月开始举
行数轮对话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增加使用场合和规范，明确监督部门

全国人大修改国旗法、国徽法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17日闭

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对国旗法、国徽法进行了修改。
新修改的这两部法律将于2021年1月
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
主任童卫东介绍，这次国旗法、国徽法
修改幅度不小，主要是完善国旗、国徽
的尺度，增加使用的场合和规范，明确
监督部门等。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国
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宪
法日等重要节日、纪念日，各级国家机
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大型广场、公园等
公共活动场所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

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居民院
（楼、小区）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新修改的国徽法明确，公民在庄重
的场合可以佩戴国徽徽章，表达爱国情
感；国旗、国徽应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内容，中小学应当教育学生了解
国旗、国徽的历史和精神内涵。同时，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不得升挂或者使
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
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国
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该法还
明确，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授
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不得
用于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情形。

宁夏泽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包装艾草产品。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申吉
忠 通讯员 王丹 摄影报道)10 月 17
日，备受瞩目的第二届“明远杯”国际
家居纺织品创意设计大赛评选工作在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拉开大幕。大
赛以“尚趣”为主题，倡导未来纺织品的
生态绿色发展理念是年轻一代的责任
与使命。

本届大赛参赛者主要由来自清华
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原工学院、
武汉纺织大学等国内外94所高等院校
设计专业的学生，以及部分独立设计师
和在职设计师组成，参赛总人数达
1452名。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参赛稿
2275份，较第一届增加40%。

本届明远杯•国际家居纺织品创

意设计大赛，是一次参与学校和人数
多、专业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竞赛活
动，是对高校美术与设计专业基础教学
质量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对近年来纤
维染织专业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

大赛以“专业、创新、国际化”的理
念为办赛原则，以服务企业为宗旨，致
力于加强亚洲国家和地区企业与高校
之间别具特色的深度合作交流，对接国
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凝聚家
用纺织品行业集群力量，全新打造校企
对接“三赢”模式。

本届大赛组委会邀请中国纺织服
装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纪晓峰、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贾京生、河北科技
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侯东昱、天津美

术学院教授朱医乐、中原工学院教授
李晓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现代手工
艺术学院教授赵进、鲁迅美术学院副
教授李湛、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
学院副教授高波、明远创意生活澳大
利亚设计总监Simona Sparano共10
位专业评审委员筛选入围作品，并且
通过三轮评审，最终评选出金、银、铜
及优秀作品。

明远杯•国际家居纺织品创意设
计大赛由烟台市人民政府、中国纺织服
装教育学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国家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
——明远大家居时尚创意中心联合主
办。烟台明远创意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是一家集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际知名
创意类时尚家居纺织品及健康生活解
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
供健康、舒适、温馨、时尚的居家体验，
追求美好的艺术家居生活方式。

本届比赛是首次由省内艺术院校
承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是目前全国
独立设置的公办艺术院校中唯一一所
设计类大学，是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
发展工程规划建设单位、山东省首批应
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工程建设单位、
山东省2017—2023年博士学位授予立
项建设单位，现已形成本科教育、研究
生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
艺术教育和高中美术教育等多层次的
办学格局。

第二届“明远杯”设计大赛评选工作正式启幕

陈义忠接受媒体采访陈义忠接受媒体采访

透过设计大赛看明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

通讯员 王丹 摄影报道)明远因为设计
大赛而在业内声名鹤起，声名远播。
2019年，明远创意生活合同金额突破
1.3亿美元，继续以年增长20%的速度
高速发展。床品出口额连续多年同行
业全国排名前三，山东省第一。2018
年荣获山东省瞪羚企业、烟台市工业双
50创新引领性企业；投资5000万引进
德国产全自动床单枕头智能流水线和
智能传送系统。

明远不仅是一家广受公众认可的
国际知名家纺企业，同时还是一个受人

尊敬的具有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企业。

明远是一家设计创新企业

烟台明远创意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是一家集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际知
名创意类时尚家居纺织品及健康生活
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为全球消费
者提供健康、舒适、温馨、时尚的居家
体验，追求美好的艺术家居生活方
式。创立“PHF”、“David's home”、

“David's kids”、“戴维斯”、“优棉雅
居”、“伊兰图”“帛丝菲珂”“造布集”等

知名品牌。公司一直重视研发设计和
科技创新，以艺术思维、国际视野结合
传统文化不断探索家纺科技时尚潮
流，树立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理念，
深耕家居纺织品行业，十余年来持续
健康发展，年均保持20%以上的复合
增长率。

公司拥有完备设计、研发、采购、生
产和质量管理体系。现有员工800余
人，其中拥有国内外专业设计师130余
人；公司在中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设立
三大设计工作室，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国建立了原材料采购基地，拥有烟台、
无锡、柬埔寨三大生产基地，从优质原
料源头到生产质量管理过程均严格把
关，这些都为产品的高端品质提供了保
障。凭借产品独具一格的艺术气质设
计风格和高标准的品质管理，明远已经
成为家纺行业中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品
牌。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澳洲等发达
国家，其中澳大利亚出口额连续多年排
名全国首位。公司设计、生产的成人和
婴童家居系列纯棉类产品出口位列同
行业全国前三，山东省首位。

公司重视知识产权、品牌建设及
研发创新。申请获得10余项发明专
利、2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20余件外
观专利、800余项著作权，明远家纺的
PHF及图标荣获山东省著名商标称

号。公司荣获山东省专精特新产品企
业、山东省首批瞪羚企业、山东省重点
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企业等称号，拥
有国家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
—明远大家居时尚创意中心、山东省
大家居时尚创意设计产业研究院、山
东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开发新纤维、
新面料、新工艺超过600余件，产学研
合作专利达30余项。

明远是一家有爱心的企业

疫情暴发之初，明远人便心系祖
国，自发捐款，将点滴爱心汇聚成滔滔
江河。1月26日，为武汉协和医院调
度捐赠200套床品，价值40万元；1月
30日，加油武汉，明远家纺捐款武汉市
红十字基金会5万元；1月31日，明远
家纺通过烟台志愿者服务中心捐款床
品义卖床品1万元，捐赠给烟台市慈善
总会；2月6日，305名明远员工自发组
织捐款，为抗疫工作奉献出一份绵薄
之力，所筹善款共计4.2万元给福山区
慈善总会，高管个人8000元给湖北商
会用于支持湖北疫区。为缓解一线防
疫人员防疫物资短缺的现状，明远家
纺向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福山区
消防救援大队、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
等机关赠送KF94口罩，累计2700只，
价值6万余元。在得知母校武汉纺织

大学，被武汉市作为定点隔离区，并急
需一批床品物资之后，明远家纺董事
长陈义忠当机立断，成立紧急物资生
产小组，抽调精兵强将，连夜赶制出价
值47余万元的800套床品物资；在得
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需要紧急物资时，明远家纺毅然
捐赠160套床品，价值3万余元。为了
缓解开学期间口罩紧张的情况，明远
家纺向烟台市福山区慈善总会捐赠儿
童用一次性防护口罩10万只，向武汉
纺织大学捐赠成人一次性医用防护口
罩5万只，价值约30万元。明远家纺
捐赠床品共1160套，捐赠KF94口罩
共2700只，捐赠一次性民用防护口罩
共15万只，直接捐款共10.2万元，疫
情期间，明远家纺捐款捐物总额100
余万元。

明远企业家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家

陈义忠，烟台明远创意生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明远家用纺织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烟台市第十七届
人大代表，烟台市工商联副主席。

明远家纺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
一家专业的高端家用纺织品研发、设
计、生产及销售企业。公司床品出口连
续多年行业内同类别排名全国前5名，

山东省第一名。连续多年获烟台市、福
山区出口创汇领军企业，纳税先进企
业，福山区先进企业、明星企业。多年
来，陈义忠代表热心社会公益，坚持做

“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注重培养员工
大爱精神，带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尽心竭力回报社会，投身国家脱贫
攻坚行动，累计捐助物资和现金共437
万元。2016年起，烟台市福山区与德
州市夏津县结成扶贫协作帮扶对子。
陈义忠响应上级号召，多次与夏津县当
地政府沟通，开展对口扶贫的政企合
作，走出了一条农村产业化扶贫的创新
之路。2017年1月，明远家纺与夏津县
维尔维特家纺制定了长期合作战略，通
过免费提供设备、开展技术培训等方
式，对夏津维尔维特家纺进行帮扶。同
年3月向维尔维特家纺免费赠送30台
缝纫设备，4台电脑全自动绣花机，总价
值人民币50余万元。两家公司联合成
立“普罗旺斯睡眠科技”，为夏津县50
多名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同时，该
公司每年拿出5％的收益设立教育基
金，专门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教育
资助。2018年12月，明远家纺再次向
德州夏津维尔维特家纺捐赠2台电脑
全自动绣花机，价值30余万元到2019
年底，合作的夏津普罗旺斯项目已落地
生根，取得了产业化扶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