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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慨而慷

恒大集团帮扶毕节三周年，冲刺最后 30天乌蒙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 12 月 2 日，贵州“国考”

笔试进入第二日。记者从“中央机关及

其直属机构 2019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

员笔试贵州考区巡考工作会”上获悉，

贵州考区通过资格审查 4.9万人，交费

确认 3.58万人，较去年减少 1.6万人。

据悉，当天进行公共科目《行政

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考试，设置

19个考点，1197 个考场。 为确保考试

万无一失， 考点全部设置在有视频监

控的标准化考场， 每个考场配发金属

探测仪和无线电信号屏蔽仪， 并联合

无线电管理局在考试全程中派专人专

车对考点附近的无线电信号进行跟踪

监测，严防作弊。

在贵州师范学院考点， 贵州考区

巡考人员巡视了考场电子监控室，通

过 360度无盲点的监控设备， 随机查

看考场考试动态，询问学校考点设置、

无线监测、 后勤服务以及安保工作情

况，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实习记者 周梅）

2019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

贵州考区比去年减少1.6万人

本报讯 自 10月 30日铜仁至玉

屏城际铁路开始联调联试的第二阶

段———不载客试运行以来，各项测试

有序进行，目前已进入尾声。 如果联

调联试所有指标正常，经中国铁路总

公司安全评估后，铜玉铁路有望今年

12月底开通运营， 成为我省继贵开

铁路（贵阳北———开阳）后第二条通

车的城际铁路。

铜玉铁路于 2013 年 12 月开工

建设， 建设标准为国铁 I 级双线客

运专线，全长 47.7 公里，设计时速

200 公里；改建铜仁站、新建朱砂古

镇站 （原万山站）； 全线桥隧总长

35.205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73.8%，

即桥隧比为 73.8%。今年 6月开始静

态验收，今年 9 月 12 日展开联调联

试（动态检测）。

据了解，试运行期间，由“和谐

号”

CRH380A

型高速动车组担当

试运行列车， 每天从贵阳北动车所

抵达铜仁南，再从铜仁南（玉屏）开

往铜仁站（碧江），每天往返共开行

11趟次， 途经铜仁南、 朱砂古镇等

站，最后抵达铜仁站。

试运行旨在检验机、车、供、电、

辆各系统设备质量是否稳定，各系统

无缝衔接配合是否精准，各专业运营

人员应急处置、相互协调是否畅通有

序；关键岗位相关人员对铜玉新线各

种规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对各岗位流

程的熟练掌握，对铜玉新线由工程线

转入营业线后是否满足设计运营要

求开展反复验证，确保正式通车后万

无一失。

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 试运行

区段铜仁南至铜仁 47.7 公里距离，

列车运行时间仅 23分钟（含在朱砂

古镇站停靠 2分钟）。

铜玉铁路北起我省铜仁市碧江

区，与渝怀铁路铜仁火车站共站；南

端在铜仁市玉屏县大宗坪线路所引

入沪昆高铁，与沪昆高铁相连，向西

可通达贵阳、昆明等省会城市，向东

经湘、赣、浙等省直达“长三角” 地

区， 是贵州省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专家介绍， 铜玉铁路通车后，

位于黔东北武陵山区的铜仁市将

融入全国高铁网并迈进高铁时代。

届时，铜仁至贵阳（经由铜玉铁路、

沪昆高铁运行， 全长约 314 公里）

1.5 小时左右可达，铜仁至凯里、昆

明、长沙、广州、南昌、上海、南京、

武汉、郑州、北京等地的时空距离

也将大大缩短。 （本报记者 曾秦）

试运行进入尾声———

铜玉铁路有望年底通车

本报讯 12月 1日上午，观山湖

区公安分局、 贵阳银行联合举行了

一场接近实战的应急处突、 防破坏

联合演练。

上午 10时， 观山湖区贵阳银行

一营业部内，10 多名市民正在等候

区排队等办理业务。 这时，银行大厅

进来一名戴太阳帽、口罩，身背背包

的男子。执勤保安和大堂经理发现该

男子的异常举动后，随即上前询问。

“马上准备好 500 万现金，不

然我杀了她。 ”突然，该男子快速拿

出一把尖刀， 从后面勒住大堂经理

的脖子，用尖刀抵到脖子上，并敞开

身上绑有炸弹的衣服。

面对该男子的疯狂举动， 银行

工作人员临危不惧， 在与歹徒周旋

的同时， 迅速按下 110 无声报警按

钮，并将办理业务的群众迅速疏散。

接到报警后， 观山湖区公安分

局立即指派网格、派出所、巡特警大

队、刑侦大队、网安大队等警力迅速

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并立即成立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临时指挥部。

谈判人员谈判无果后，便衣民

警迅速找准时机， 果断击毙歹徒，

成功解救人质，将现场控制，迅速

开展群众疏散、救治、搜爆、拆爆、

现场勘验、舆情管控等工作，演练

顺利完成。 （本报记者 张鹏）

观山湖区开展

应急处突演练

巡视员巡视考点的监控情况

铜玉铁路试运行高速动车组———“和谐号” CRH380A

恒大脱贫：

缘起家国号召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中

央扶贫工作会议发出号召，举全党全

国全社会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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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结束当晚，许家印连夜召开高层会

议部署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决定由副

总裁带队到毕节市大方县实地调研，

随后又成立了由副总裁姚东任主任

的集团扶贫办公室。

随后，恒大在全国政协鼓励支持

下，2015 年 12 月 1 日开始结对帮扶

毕节市， 无偿捐赠 110 亿元， 派出

2018 人的扶贫团队，通过产业扶贫、

搬迁扶贫、 就业扶贫以及教育扶贫、

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计划到

2018 年底帮扶大方县 18 万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 到 2020 年要帮扶 100

多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恒大速度：

多措并举确保稳定脱贫

恒大脱贫工作从一开始就制定

目标，确保稳定脱贫，确保老百姓是

真正的终生脱贫。为此，在大方县，恒

大结合当地实际发展， 从产业扶贫、

异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等多个方面

着手，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创造了

高质量的扶贫效率” 。

产业扶贫：恒大帮助毕节打造我

国西南地区的两大基地，一个是最大

的蔬菜瓜果基地，一个是最大的肉牛

养殖基地， 帮助 20 万户、70 万贫困

人口发展蔬菜、 肉牛以及中药材、经

果林等特色产业，为每个贫困户配备

至少两个产业项目， 并引进 79 家上

下游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 + 合

作社 + 贫困户 + 基地” 的帮扶模式，

实现“供、产、销” 一体化经营。

易地搬迁扶贫： 恒大在毕节 10

个县区援建和代建 12 个移民搬迁社

区及 50个新农村，解决毕节市 5.2万

户、22.18万人的移民搬迁，同步配建

教育、商业等设施，配套适宜贫困户就

业的产业。 目前，全市已搬迁 10.7万

人。 其中，援建大方县的 50个新农村

和县城安置区奢香古镇， 已于 2017

年 6月 30日前完工并搬迁入住。

就业扶贫：恒大组织贫困群众进

行职业技能培训， 解决 8 万人就业。

目前，已帮助全市培训 107323 人，推

荐到当地产业就业和异地就业

72189 人， 人均年收入 4.2 万元，实

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

恒大决心：

2 年助毕节“决战 2020”

截至目前， 恒大已捐赠到位 60

亿元扶贫资金，已协助毕节各级政府

帮扶 30.67万人初步脱贫（截至 2017

年底）， 已助力黔西县于今年 9月成

功脱贫摘帽。未来，恒大将通过抓住产

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就业扶贫的

“牛鼻子” ，确保到 2020 年帮扶毕节

103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恒大积极投身公益慈善， 用心用

情、出钱出力参与脱贫攻坚，是源于其

掌门人许家印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2018 年 9 月， 在第十届中华慈

善奖授奖大会上，许家印作为代表发

言表示：“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

策，我就离不开农村；没有国家每个

月给我 14 块的助学金， 我就读不完

大学； 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就没有恒大的今天。 所以，我和恒大

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

给的。 饮水思源，我们一定要回报社

会，一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

要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

许家印还说，企业一方面要做好

自身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多解决就

业、多缴税、多创造社会财富；另一方

面要饮水思源、回报社会，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 投身慈善公益和脱贫攻

坚。 成立 22 年来， 恒大累计纳税超

2000亿，慈善公益捐款超 115亿。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

而慷。 ” 如今，恒大用实实在在的成

绩，用三年攻坚及其成果，力证恒大

人不辱使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

沽名学霸王。 ” 在恒大即将圆满完成

2018大方脱贫计划的此刻，我们更由

衷期待在 2020 年全面小康社会的中

华伟业节点上，我们看到恒大和毕节

交出的一份更为漂亮伟大的答卷！

王娅丽 本报记者 孙征康

近日正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大型展览”中，恒大集团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精准脱贫的几组对比图引发关

注。 2018年 12月 1日恰逢恒大结对帮扶毕节市整整三周年，同日高速公路大

方出口收费站上方 LED屏：距离大方县整县脱贫还有 30天，也在宣告着这场

脱贫攻坚战已进入阶段性倒计时！ 那么在这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毕节大方究竟

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一次，我们走进毕节大方，走进恒大脱贫攻坚战。

牛肉产业分红现场

多警种协作成功处置

“银行抢劫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