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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教育部12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5月11日，全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启动

返校复学工作，学生复学人数10779.2万，复

学比例达39%。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

登峰在发布会上说，目前复课学生中，中学

5636.1万人、小学4384.4万人、幼儿园468万

人、高等学校290.7万人。

教育部预计，5月底全国返校学生将达

1.5亿至2亿人。王登峰表示，随着开学的

逐渐恢复，疫情防控的危险因素也变得更

加复杂多变，因此要继续保持严格的防控

措施。

他说，教育部将细化量化复学方案，努力

实现“最大限度复学，最严标准防控”。要细

化开学和防控措施，尽快建立和完善师生健

康状况日报告制度和出现缺课缺勤的跟踪制

度，强化条件保障，备足防疫物资，快速应对，

加强培训，做好关怀和帮助。对海外回国人

员、治愈出院人员、无症状感染者和高风险地

区人员等要做到精准分类，确保开学以后进

入校园的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

5月10日，淇县卫都街道办事处

联合淇县广播电视台在弘康果园举

办“爱心助农”网络直播活动，帮助果

农推销樱桃。近年来，该办事处积极

引导本地种植大户，运用网络直播、

自媒体等方式销售农产品，形成“线

下基地采摘+网络直播带货”相结合

的销售模式，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

道。 张胜旗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郭营
战）5月10日一大早，河南淘之味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雷来到他的

仓储配送中心，查看配货和发车情况。

每月销售收入超过100万元，日常经营

品种200余种，在汝州市乡村已布局

300余个配送站点，5辆小型货车每天

早上6点开始配送一直忙到晚上。杨晓

雷网上推销当地农特产品，成为当地响

当当的“电商达人”。

今年36岁的杨晓雷是土生土长的

汝州人，2017年回到家乡陵头镇做村淘

“店小二”之前，已在昆明、郑州做了6年

的家电连锁企业销售。对零售模式娴

熟的他，决定回到汝州自主创业。

杨晓雷敏锐地捕捉到农村客户的

季节需求，2018年春耕期间，精心选购

了40余吨优质化肥供应给当地村民，很

快在当地打出了自己的名声。在了解

到当地村民发展小型种养产业项目往

往因缺资金而经营困难时，他利用阿里

巴巴旗下的网上银行业务，一年内成功

为当地40余户种养专业户申请网上贷

款200余万元。

2018年7月，杨晓雷的陵头镇村淘

店，已成为汝州市村淘店的示范店。在

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线上线下电子商务

运作经验后，杨晓雷决定离开村淘，去

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2019年，杨晓雷借助汝州市商务局

相继举办的各乡镇农特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把市场开拓方向转向挖掘汝州本

土的名优特产，再配送给其他的乡镇客

户。大峪镇的甜杏，夏店镇、蟒川镇的艾

草，紫云路街道郭营社区的月饼，焦村镇

的红薯，大峪镇、蟒川镇的蜂蜜，蟒川镇

的晚秋黄梨，陵头镇寇寨村的小米，温泉

镇的大樱桃、蓝莓，庙下镇东都粉业的酸

辣粉，这些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汝州名优

土特产，不仅成为汝州人舌尖上的最爱，

也通过杨晓雷的公司声名远播。

今年疫情初期，杨晓雷昼夜不停、

紧急调货，先后调运销售消毒液、酒精、

免洗凝胶等一批防控用品，销售该市夏

店镇、蟒川镇的艾条4万余盒。在面对

各地实施交通管制的情况下，他倡导的

社区团购模式，防控急需物品和生活必

需品直达乡村，满足了农村客户的特殊

时期需求。

“我的公司已在汝州乡村布局了

300多个配送站，这些村级站点负责人

只要搞好配送就可以赚到工资，解决了

农村300多个人的就业问题。随着公司

业务的迅猛发展，我的目标是在今年9

月前，完成1000个村级配送站点的布

局，让市场触角延伸得更广更远，让更

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目前，杨晓

雷的这种营销模式，正在吸引着汝州周

边的汝阳、方城等县市电商企业前来洽

谈加盟。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12日，省

教育厅转发教育部通知，2020年中央

“特岗计划”实施范围与2019年相同，具

体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中西部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等。我省计划招1.1万名

特岗教师。

据悉，2020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

师10.5万名，我省计划招1.1万名特岗

教师。具体的招聘条件为：2020年特岗

教师招聘不将教师资格作为限制性条

件，具体要求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等7部委《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

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24号）有关规定执行；符合招聘

岗位要求；以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毕业

生和师范专业专科毕业生为主，年龄不

超过30周岁。

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教师给予工资

性补助。教育部、财政部将根据各地2020

年设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师在岗人数核

拨2020年“特岗计划”中央补助经费。

届时，切实加强乡村学校教师补

充，优先满足“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县，特别是52个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区县村

小、教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县城学校

不再补充新的特岗教师；持续优化教师

队伍结构，加强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

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向湖北籍

和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倾斜。

本报讯（记者田明）前期降水缓解

了旱情，目前大部地区墒情适宜，对春

播作物的出苗较为有利。5月12日，省

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目前我省

冬小麦处于开花期和灌浆期，此间植株

代谢旺盛，降水后旱情仍不能缓解的麦

田，要及早浇好灌浆水，为小麦灌浆打

好水分基础。

据悉，本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

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根据当前墒

情和作物需水状况，预计从现在至5月

17日，豫西、豫中大部、豫西南局部、豫

北、豫南、豫东部分县（市）土壤墒情不

足，为轻到中度干旱，其他大部地区土

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及时进行

“一喷三防”，各地应抓住冬小麦产量形

成的最后有利时机，做好田间管理工

作。及时进行“一喷三防”工作，达到防

病虫、防干热风、防倒伏，增加粒重的目

的。

此外，小麦将陆续进入成熟期，各

地应注意收听天气预报,积极做好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同

时做好麦收和夏播的各项准备工作。

小麦生长后期，麦蚜虫、赤霉病等危害

最为严重，各地要特别注意监测和防

治，为夺取丰产打好基础。

5月10日，在灵宝市川口镇湾底村，三门峡市中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

在对种植的彩色小麦的株高、穗长、叶形、叶色等生长的各种性状进行调查。目前，该公

司已示范带动当地农民种植彩色小麦8000多亩，平均每亩比普通优质小麦增收200多

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沈诚摄

全国已有超1亿名学生复学

淇县 樱桃上“云端”果农笑开颜

我省计划招1.1万名特岗教师
教师资格不作为限制性条件

小麦灌浆期要及时浇好灌浆水

灵宝市

种植彩色小麦 每亩增收200多元

新华社太原5月12日电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初夏时节，三晋大地山峦叠翠，万物

勃发。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山西

省委书记楼阳生和省长林武陪同下，先后

来到大同、太原等地，深入农业产业基地、

移民新村、文物保护单位、改革示范区和

企业等，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行

调研。

11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大同市

云州区，考察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

大同黄花种植有600多年历史，是当地主

导产业。近年来，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引

领下，黄花产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

有保障，去年带动贫困户户均收入1万多

元。习近平步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正

在劳作的村民们围拢过来，习近平向他们

了解黄花的田间管理、市场价格、产品销

路等。他指出，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

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

们持续增收致富。希望把黄花产业保护

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

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习近

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

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

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离开种植基地，习近平来到邻近的云州区

西坪镇坊城新村考察调研。这个村是易

地搬迁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7户158

人，2018年开始入住以来，依靠发展黄花

特色产业等实现了全部脱贫。习近平走

进村技能培训服务站，了解新村易地扶贫

搬迁情况，察看黄花产业相关产品展示，

对大同市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的做法给予肯定。他指出，

易地搬迁不仅是为了解决住得好的问题，

更是为了群众能致富。要加强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精心

选择产业项目，确保成功率和可持续发

展。要把群众受益摆在突出位置，从产业

扶持、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出台政

策，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既要当好乡村产业项

目的组织者、推动者，又要当好群众利益

的维护者。习近平对广大基层干部为帮

助贫困人口脱贫所做的艰苦努力表示肯

定。

在搬迁户白高山家，习近平察看了院

落、客厅、厨房、卫生间等，并同一家人坐

在炕沿儿上拉家常。白高山告诉总书记，

过去他们住的是土窑洞，如今搬进了独门

独院的大瓦房，就近务工，生活条件大为

改善，去年儿子娶了媳妇，今年老两口就

抱上了孙子，日子越过越红火。习近平高

兴地说，共产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

的，现在不收提留、不收税、不收费、不交

粮，而是给贫困群众送医送药、建房子、教

技术、找致富门路，相信乡亲们更好的日

子还在后头。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要千方

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

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

越美好。易地搬迁群众来自不同的村，由

过去的分散居住变为集中居住。要加强

社区建设和管理，加强社区环境整治，开

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确

保群众既能住上新居所，又能过上新生

活。

（下转第二版）

汝州市“电商达人”杨晓雷

网上推销土特产 年销售1200万元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乘势而上书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我国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

年后5个月、2019年全年和今年前4个

月，全国非洲猪瘟监测病原学阳性率分

别为0.36%、0.09%、0.03%。

这是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12日

在全国非洲猪瘟联防联控机制视频会

上说的。各地报告疫情数量、病死生猪

无害化处理数量、农业农村部受理的疫

情举报数量等也呈下降趋势，没有发生

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韩长赋同时强调，近3个月生猪存

栏增长、猪肉价格连续12周下跌，但生

猪生产恢复的基础还不稳固，市场价格

还在高位震荡。对此，他要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强化疫情监测报告，建立分片

包村包场疫情排查机制，完善疫情报告

奖惩机制；强化常态化防控，指导督促

规模养殖场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预

警、早处置”要求，把好出栏检疫关，强

化屠宰环节监管，加强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风险管控，继续推进分区防控。

农业农村部4月初启动了违法违规

调运生猪专项整治行动。根据防控形

势需要，农业农村部与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共同行动，把专项整治行动升级为

“百日专项打击行动”，严把生猪运输出

入关，严管运输车辆和贩猪行为。

2018年8月3日，农业农村部确认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生猪

非洲猪瘟疫情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

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