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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5 月 25 日电(记者许雪毅、郑良)不同的人
因为妈祖文化汇聚于此：文物工作者努力整理“海丝”记忆
里一处处古桥、古港、古庙的印迹；台商正为湄洲岛上即将
运营的“海钓平台”招工；学者筹划着将于下半年举行的国
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

近日，记者来到福建莆田，探访“海上和平女神”妈祖
的故乡，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十三五”、“海峡两岸”和
“海上丝绸之路”。

海洋基因与大爱精神

公元 960 年，一位名叫林默的女子诞生在莆田市湄洲
岛，以其扶危济困、救助海难的传说闻名于世。千百年来，
妈祖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作为
莆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连金焰对妈祖文化古迹
如数家珍。他认为，妈祖是古代海上航行者与大自然搏斗的精
神支柱，是莆田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

如今，莆田市正着力打造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积极参与
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连金焰将很快迎
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专
家，他们将对湄洲妈祖祖庙和贤良港天后祖祠等文物进行考
察，编制申报文本。

妈祖文化包含着海洋精神，也包含着大爱精神。今年 3
月，“发挥妈祖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写入“十三
五”规划纲要。

事实上，早在 2009 年，妈祖信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
遗产。妈祖信俗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

为核心。
莆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唐炳椿说，“妈祖故乡

的人，看到有人遇险常会施以援手，留下许多救助台湾
渔民的佳话。”

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榜告诉记者，前几年他
们开始设立“妈祖大学堂”，去年成立了湄洲妈祖慈善基金
会，希望弘扬妈祖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两岸纽带与投资热土

千百年来，大陆移台民众把妈祖作为保护神带到台湾，
一批批台湾同胞跨海前来朝拜妈祖故乡。

来自台湾彰化的陈清哲 4 月下旬第一次来到湄洲岛，就
被这里的沙滩和海浪所吸引。近一个月来，他每天都会逛逛
环岛路，或到妈祖祖庙看看。拥挤的人潮中，他总能听到熟
悉的乡音。“台湾妈祖信众太多了，他们喜欢来湄洲岛。”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现有妈祖宫庙 5000 多座，妈祖信
众 1800 多万，占台湾地区人口总数的 70% 左右。

湄洲岛管委会台办主任唐国清告诉记者，每年来湄洲岛
谒祖进香的台胞超过 30 万人次。截至今年 4 月，这一数据
累计已超过 350 万人次。

林金榜说，台湾前十大妈祖宫庙都与湄洲妈祖祖庙“缔
结至亲”，另外还有 1300 多家台湾妈祖宫庙与湄洲妈祖祖
庙建立经常性的联谊交流关系。

妈祖故乡是吸引陈清哲前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年
前，他们几个台商开始筹划在湄洲岛打造“海上休闲娱乐平
台”。如今，两岸合资的公司已于 3 月注册，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主要经营领域为海滩娱乐活动、海上垂钓、水产养
殖及餐饮服务等。陈清哲已找好了工人，期盼月底能开工。

妈祖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心灵的一条纽带，也促进了两
岸经贸发展。根据莆田市台办统计，全市累计审批台资企业
475 项，合同总投资额 10 . 48 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 6 . 76
亿美元。

民族瑰宝与世界财富

“我连续十年到湄洲岛拜妈祖。这次又带了 40 多个人
过来。”记者在湄洲岛上偶遇泰国华人卓锦松一行。他说，
泰国等地有很多妈祖庙，而且新建的妈祖庙仍在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上万
座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出去的妈祖庙，有约 3 亿人信仰妈祖。
2015 年来湄洲岛朝拜妈祖的海内外信众达到 430 多万人次。

千百年来，浸透着中华海洋文化基因的妈祖庙默默传播
着中华文明，讲述着中国故事；千百年来，妈祖文化在默默
践行着自由、文明、包容、和谐、正义、合作、共赢等海上
丝绸之路精神。

这正是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林明太研究的重
要内容。他说，妈祖文化是世界性文化，涵盖面非常广，航
海、经济、外交等等都在其中。“可以说，妈祖文化是儒释
道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晶，是东方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5 年，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湄洲岛举行。来
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
个国家的学者与会，研讨妈祖文化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分布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妈祖文化增进各国各地的交流
与合作。

林明太告诉记者，今年的学术研讨会将于 10 月举行，
届时将有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围绕“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
之路”主题进行研讨。

“妈祖故乡”：海洋基因演绎新传奇

▲ 5 月 25 日，小朋友们和家长共同体验集体游戏项
目。当日，北京市长安幼儿园举行以“快乐游戏乐翻天”

为主题的第四届健身节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快乐迎“六一”

新华社广州 5 月 25 日专电(记者毛一竹)记者 25 日从广
东省纪委了解到，近期，广东省纪委继续加大作风暗访力
度，发现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对外曝光其
中 5 起“为官不为”典型问题。广东省纪委要求，各涉访地
区和部门要认真组织调查处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
落实整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据通报， 2015 年 11 月 18 日，深圳市光明新区一公司
的司机，在开车送货途中，被交警以机动车排放黑烟或者尾
气排放超标为由，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
书》。该公司及时缴纳了罚款并检修了车辆。但接下来公司
发现这辆车还有两个违法行为未处理。经查，原来是交警把
同一宗违法处罚上传记录了三次，交警部门也承认确因系统
故障导致了重复上传。

尽管该公司多次电话催促交警纠正，但事情久拖不决。

这辆车年审时限是 2016 年 3 月底，因违法记录未删除，车
辆不能年审，从而不能上路，公司只好从外面租车运货，到
4 月 11 日已产生租车费用 3000 多元。

4 月 11 日下午，广东省纪委暗访组跟随该公司员工，
来到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光明大队，当天值班领导说，这
种情况并不是偶发个案，甚至还有更长时间未解决的。暗访
组在大厅的意见本上，确实看到类似投诉。该公司员工向深
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违例科打电话，工作人员回应称，这主
要是光明大队上交资料不全，导致拖延。直到当月 27 日，
该重复处罚记录才被删除。

另据通报， 2016 年 1 月 28 日，河源市和平县青州
镇新建村多个村民的银行账户收到了农房改造补助款
1 . 5 万元。暗访组通过调查得知，在符合农房改造扶持
条件的 105 户中，有 44 户因缺自筹资金而未进行农房

改造，未领取国家补助。镇村两级为完成考评指标，将
一批不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了补助。此外，一批验收时
已丧失补助条件的，也依然给予补助。对于没法自筹资
金进行农房改造的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却没有按照政策
要求，实施分类指导，建设公益性住房进行妥善安置，
从而激发了矛盾。

为了完成考评任务，最困难最需要扶助的农户没有领到
补助，不符合条件的反而拿到了钱。青州镇农房改造负责人
黄风平说，“县里面必须 2015 年全部完成改造任务，要不
然省里面绩效评价就不行了”，于是便出此下策。

另外，暗访组还曝光了梅州市梅江区倾倒焚烧垃圾污染
农田，城管、国土、环保等责任单位互相推诿；阳江市阳东
区采砂市场乱象频生，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揭阳市揭西县农
村垃圾无人处理等问题。

一宗违法处罚误记三次，错误记录久不删除致人损失

粤纪委暗访曝光深圳交警“拖延症”

据新华社海口 5 月 24 日电(记者周慧敏)本来正是西
瓜大量上市的丰收时节，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的瓜
农们却伤透了脑筋，因为辛辛苦苦种植的数千亩西瓜面临
着亏本贱卖甚至无人问津的窘境。

据悉， 2016 年文昌全市共种植西瓜面积约 3 .5 万亩，
仅铺前镇就种植 1 . 5 万亩。然而，今年 5 月以来，西瓜出
售价格持续下跌，甚至遭遇大面积滞销，仅铺前镇林梧村
就有 7000 多亩西瓜待售，出售价格已跌至 0 .25 元/斤。

记者 23 日在铺前镇林梧村南榕坡西瓜种植基地看
到，几千亩的瓜地里仍有大片的西瓜等待出售。村民老吴
无奈地说：“这么好的无籽西瓜才两毛五一斤，这样亏下
去，明年很多人都没本钱种瓜了。”

林梧村党支部书记吴约告诉记者，现在的西瓜价格已
经跌到 20 年来最低价，前几天甚至都卖不出去，根本没
有商家来收购，瓜农们都心急如焚。平均算下来，西瓜成
本在每斤 8 毛钱左右，现在才卖两三毛一斤，连成本都远
远不够，整个林梧村瓜农预计损失约 4000 万元。

由于滞销情况严重，当地政府正在帮助农民寻找销
路，尽量降低农民损失。文昌市农业局副局长朱敏表示，
为了减少“瓜贱伤农”事件的发生，接下来将调整优化全
市西瓜种植结构，指导农民种植适销对路的西瓜，并注重
打造当地西瓜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帮助农民增收。

文昌西瓜：

一斤两毛五

价贱瓜农愁

▲ 5 月 23 日，海南文昌铺前镇林梧村的农民在田间采摘西瓜。 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据新华社南昌 5 月 25 日电(记者胡喆、陈子夏)作为古
代皇家贡果，江西南丰蜜橘已走过千年历史。如今，南丰人
又在书写“蜜橘+”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篇章，小蜜橘
里作出大文章，老产业释放新活力。

开网店、办农家乐，橘农新出路

走进南丰“橘王”韩老细家，记者了解到，凭着橘园里
的 3200 棵橘树，他家就有近 40 万元的年收入。在人们建议
下，“橘王”还率先在村里开起农家乐，每年能为家里增收
近 20 万元。

去年底，韩老细的大儿子韩学印联合乡亲们一起开了网
店，在互联网平台上接受订单，为村里的蜜橘销售又闯出了
一条新路子，乡亲们现在忙得不亦乐乎。

目前南丰全县蜜橘种植面积达 70 万亩，年产 12 . 5 亿
公斤，全县人均拥有橘树 2 . 3 亩， 20 万农民有 90% 把种植
南丰蜜橘作为家庭增收致富的主业。

南丰县副县长李建明介绍，南丰正通过引导蜜橘产业多

样化发展，让果农获得更多实惠，具备抵御多重风险的能
力。

小蜜橘大开发：不仅能吃，还可制作日化用品

如何让蜜橘这棵“摇钱树”带来更多收益，是南丰人一
直以来的思考和追寻。

“南丰蜜橘全身都是宝，橘皮能入药，果肉、橘花能
够提炼出天然果胶和香精。”江西吉香林食品有限公司是
南丰第一家蜜橘深加工企业，公司董事长赵福林介绍，
“目前除了橘糕、橘饼，新开发的橘酥和蜜橘月饼也即将
面世。”
加工食品只发挥了蜜橘的一部分价值，下一步赵福林和

他的团队还将建立蜜橘深加工技术研发平台。目前，蜜橘香
皂、沐浴露、洗发水等日化用品已在南丰县的旅游酒店内部
试用。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在试用完蜜橘洗漱产品后，纷纷询
问前台想购买。此时，酒店大堂充满了阵阵蜜橘的芳香。

下一步，赵福林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研发出属于南
丰的蜜橘香水和蜜橘化妆品。

“蜜橘+旅游”：从卖橘子到卖园景

近年来，南丰县按照“蜜橘+”的发展思路，从供给侧
为蜜橘产业发展提供新活力，“蜜橘+旅游”的产业创新让
南丰人不“坐吃橘空”。

“我们正积极推动‘卖橘’向‘卖园’转变、橘园向
‘游园’转变，全力打造特色休闲旅游。”南丰县旅游发展
委员会副主任胡志刚说，只有独具特色的旅游，才能吸引
“回头客”。

除了蜜橘，南丰还有“千载非遗”傩文化、“千米高
峰”军峰山、“千古名人”曾巩、“千年城墙”明清古城等
丰富的旅游资源。

南丰县委书记祝宏根介绍，南丰正按照“全产业链思
路”，从供给侧发力改革，逐步形成以蜜橘为核心的绿色产
业体系。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南丰书写“蜜橘+”

（上接 1 版）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有机结合，可以使产
品品质和企业效益都有提升，更好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共享经济不仅人人都可参与，而且人人都可受
益。我们要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加快农村
和老少边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数字鸿沟”，
促进扩大就业和减少贫困人口。

李克强表示，要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积极培育发展大
数据等信息网络产业。依靠改革推动发展，这方面需要市场
主导，政府也大有可为。要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
囱”，推动政府信息共享，提升政府效能，让企业和群众
办事创业更方便。除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以外的数据，都应向社会开放。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
市场监管，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格局，实现“人在
干、数在转、云在算”。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为民谋利、解
民所忧，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

李克强强调，要在开放和发展中实现信息安全。强化信
息网络和数据安全治理，建立和完善数据流动与利用监管
立法，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依法依规打击信息
滥用、侵犯隐私、网络诈骗、盗取商业秘密等行为，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权益，净化网络空间。

李克强最后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信息产业
等新经济快速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亮光和希望。中
国信息化发展方兴未艾。欢迎各国企业和创业者来华投资
兴业，鼓励东部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与大数据相关联的衍
生产业向生产成本较低、可以获得更高效益的中西部地区
转移发展。我们将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
境，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出席开幕式前，李克强参观了大数据发展成果展。
杨晶、周小川出席上述活动。

（上接 1 版） 2015 年以来，贵阳市实施“数据铁
笼”工程。首先，梳理“三清单两点一流程”，即权力、
责任、问题“清单”，公共权力运行流程以及权力寻租
点、群众关注点；然后，进入信息化平台，让权力“跑起
来”；最后，通过分析权力“跑动”数据构建行为模型，
将事后监管变成事前、事中监管。

“‘三清单两点一流程’是笼底、业务模型是‘笼
条’、云平台是‘笼盖’，通过技术与制度的结合，实现
权力可视化。目前，‘数据铁笼’已在 40 个市政府组成
部门实现全覆盖。”贵阳市纪委研究室主任周开勇说。

在乡村也能“进一张网，办全省事”？作为全国“互
联网+政务服务”试点示范省之一，贵州正在加快建设
“全省一张网”，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荣说，目前各级 3800 多
个部门的 5 . 8 万多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已纳入网上办事大
厅，日均网上交换流转 3 万余件、访问量 10 万余次，行
政审批基本实现联动办理。

“今年，将推动网上办事大厅向乡村延伸，让办事机构
和群众在乡村也能‘进一张网，办全省事’。”李荣说。

聚数据之力，探发展新道路

群众贫困、生态脆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下行压力
之下，抓住大数据时代稍纵即逝的机会， 2013 年起，贵
州走上了大数据之路。

贵阳市副市长刘春成说，过去有些产业就像天使与魔
鬼的“结合体”，经济数字上是天使，对环境而言却是魔鬼。
大数据是生态友好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贵州走大数据之
路，探索在弯道取直中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

“可以用三句话总结贵州大数据发展特点：一是天赐
加良机，立足气候凉爽、地质稳定、电力充足等先天优
势，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窗口期，与世界处在同一起跑线
上；二是笨鸟加先飞，虽然‘家底’薄，但是敢于先发
声，在以‘月’为单位变化的大数据行业成了领路人；三
是领跑加群跑，政府领跑、企业群跑，大数据生态链逐步
形成。”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说。

“数据星河”里，贵州创造了多项行业纪录：率先建
成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开放的“云上贵
州”系统平台，率先设立全球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今
年 2 月，贵州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说：“不管你是否认同，大数据
时代已经来临，并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大
数据正在改变着你我，而贵州这片“试验田”又是怎样融
入大数据世界呢？

康克岩的答案是：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大数
据；赵强的答案是：贵州有一群懂大数据的人，他们每天
都在致力于发展大数据。

在贵州大数据“试验田”里，民、政、商共赢格局正在形成。
“欢迎更多投资者、创意者和应用商加盟贵州，在大

数据领域开展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深程度的互利合
作，共同谱写‘云上贵州’精彩华章。”贵州省委书记陈
敏尔向世界发出了请柬。

贵州用大数据做了啥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

为民谋利解民所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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