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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
2016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包头)经验交流会近日在内蒙
古包头召开。会议旨在通过一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总结包头
市产城融合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经验，破解我国工业化与城
镇化建设中产城脱节、城市病突出等现实问题。

交流会上，来自国家林业局、工信部、文化部、民政部、
国土资源部、国家旅游局等相关部委负责同志及各方专家
与包头市产城融合的典型代表——— 稀土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就产城融合与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投
融资创新与工业振兴三个话题进行了现场对话交流。

在产城融合、投融资创新发展上，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建
设的“包头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做出了有力尝试。包头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为中小高科技企业科技发展量身定
做，提供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政策支持
等，以此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全面加快建设全国一
流创新型特色高新区。基地实行全新的运作机制——— 企业
“拎包入住”，由政府国有公司一次性购地，统一为企业量身
定制多层厂房，既大幅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又从根本上杜绝
个别企业“圈地”念头，最大限度集约利用土地。 (李洪磊)

新型城镇化交流会

研讨破解“城市病”

据新华社南昌 7 月 25 日专电(记者沈洋、胡喆)今年上
半年，江西上饶县公安局依托“全警情录入”，在全省公安系
统首创案件管理中心，充分运用大数据规范民警执法，受到
群众欢迎。

在上饶县公安系统，案件主办民警在接案后首先得到
案件管理中心分配制作的个案二维码，将卷内材料扫描存
档建“户头”，在规定时间办案后将案卷送回“家”。

上饶县公安局局长杨成介绍说，成立案件管理中心后，
所有案卷存取必须扫二维码、拍照，并凭案件主办民警指纹
识别和案卷管理员输入密码方能实现，有效防止过去主办
民警自己保管在办案卷导致泄密或丢失。

杨成说，依托全警情录入大数据，案件管理中心还能对
接处警、受立案、证据收集、强制措施使用和案件定性处理
等执法环节进行监督，对民警执法不规范问题可通过微信、
电话进行“远程提醒、就地纠错”。

上饶：“全警情录入”

大数据规范民警执法

▲近日，山东广饶县广饶街道的农民在山东贝尔康现
代农业有限公司整理甜糯玉米。

山东广饶县广饶街道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将自己的
土地租给当地的致富带头人，自己则变身产业工人，到农业
企业去工作。通过土地流转集约化耕种、经济作物的深加
工，当地农民收入稳步增加。 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山东广饶：农民变身产业工人

“以前用干部，纪委说有问题、暂时放
一放，书记有时不愿意、硬性提拔。但现在
明确书记的‘用人权’是‘用人监督权’，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对于淮安市淮阴区委
书记刘泽宇来说，实施“一把手”权力制约
监督机制带来的变化很显著。今年以来，全
区提拔使用 108 名干部，由于过程公开透
明，仅收到信访件 10件。

为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江苏省淮
安市自 2014 年以来，探索以亮权、分权、

限权为核心的“一把手”权力制约监督体
系，并逐步上下贯通实现市县乡三级全覆
盖，通过刚性落实和严格问责，让权力在规
定的跑道上运行。

亮权、分权、限权 三管齐

下遏制“一霸手”

刘泽宇体验的变化是淮安市县乡三级
“一把手”的共同感受。 2014 年，淮安制
订加强市直单位五项重点权力监督制约的暂
行规定， 2015 年出台县区党政正职重点权
力制约监督办法， 2016 年向乡镇街道延
伸，构建起横向到边、上下贯通的制约监督
网络，确保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规范高效运
行。

限制“一把手”权力，首先是亮权。全

市各级各部门制订了党政正职权力清单和权
力流程图，并向社会公开。其次是分权。各
级“一把手”不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审
批、项目等重点权力，由副职根据分工直接
分管，形成“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
导、民主决策”的格局。

市县乡三级“一把手”权力制约监督侧
重点不同。淮安市纪委书记葛平介绍，市直
单位突出人事、财务、审批等五项重点权
力，县区突出干部选用、工程项目等四个重
点领域，乡镇突出编外人员聘用、财政经费
支出等七个权力事项。各地各单位根据实
际，问题导向，突出重点。

亮权、分权只是约束“一把手”权力的
起点。淮安明确，重大事项必须集体研究决
定，实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强化
“三不决策”原则，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重大事项，未经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不得决
策；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未经
专家论证、评审不得决策；异议、分歧较大
的事项不得决策。

既是限权“铁笼子”，也是

保护干部“安全阀”

“财政的钱存在哪家银行，这个权力不
小。我刚上任时，全县 14家银行行长都来

‘堵’办公室，各种条子和招呼也汹涌而
来，我感到压力和风险很大。”盱眙县常务
副县长刘爱国说，权力必须和责任匹配，才
能规范运行。在他的建议下，县里决定招投
标，哪家银行给的利息高就存哪家银行。
2013 年实行招投标后，全县财政因此增加
收入 3000 万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自己也感觉轻松多了。”

筑牢“一把手”权力制约监督的“铁笼
子”需要一系列机制和载体。淮安建立热点
岗位领导干部交流制度，明确规定任期，预
防利益小团体现象滋生。同时，强化“三重
一大”事项的监督，建立“一把手”约谈提
醒制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
纠正、早查处，把“咬咬耳朵、扯扯袖子”
的功效发挥出来，防止小错酿成大祸。

6 月 1 日，淮安在全市乡镇换届结束的
关键节点全面启动乡镇(街道)党政正职权力
制约监督工作，在新一届乡镇“一把手”履
职之初就系上“安全带”，把纪律和规矩立
起来、严起来。

“以前乡镇招聘编外人员很不规范，
有时公告还没发，打招呼的就来了。”金
湖县陈桥镇镇长曹福生说，如今“一把
手”不直接分管人事，人员招聘按照严格
的笔试、面试程序，公开透明，群众满意
度大幅提升。

刚性落实不打折，让监督与

权力如影随形

“再好的制度，只有执行落实到位，才
能起到应有的好效果。”淮安市文广新局局
长杨斌告诉记者，通过多轮巡查发现，两
家下属文化单位存在财务管理混乱、公开
不够等问题，除责成限期整改，还对主要
负责人进行组织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淮安“一把手”权力制
约监督体系已覆盖市县乡三级，但一些地方
和部门执行中出现权力“二次集中”、权力
运行不规范、监督问责不足等走样现象，值
得警惕。市纪委在督查中发现，有的部门班
子分工调整不到位，没有进行均衡分权，造
成某一个副职分管权力“二次集中”。

针对新情况，淮安市纪委牵头成立监督
组，组织专项巡查，对各级“一把手”权力
制约监督落实情况定期“回头看”，一旦发
现违规走样，限期整改，并问责主要领导。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抓住关键
少数和重点权力，通过刚性化、易操作、可追
责的制度设计，让监督与权力如影随形，保证
依法用权、阳光用权、有限用权和廉洁用权。”
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说。(记者凌军辉、王骏
勇) 新华社南京 7 月 24 日专电

用关键招数管住“关键少数”
江苏淮安探索市县乡“一把手”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上接 1 版）在林涛看来，成都高新区一
直在优化包括人才、资金、载体、平台、政务
在内的创业生态圈：2012 年首期 8000 万元
设立国内首个政府全额出资的投资基金；“十
三五”期间，将累计投入 150 亿元支持创新创
业；经过多次简政放权瘦身后，区内企业最
快一天可领到营业执照。

在“菁蓉汇”等对接平台的助推下，熊晓
鸽、俞敏洪、盛希泰等知名投资人已成为成
都常客。仅高新区就拥有 500家投资机构，管
理资金超过 800 亿元。

如今，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硕果累累。
蓝光英诺研发出全球首台 3D 生物血管打印
机，美幻科技自主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成功
预警多次较大地震，准星云学研发的机器人
将参加明年的数学高考……

而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成都高新区在全
国创新版图上“位居显要”。天象互动成立仅
2 年，年营收已近 5 亿元；极米科技成为全国
智能投影设备领域的领军者；迅游科技成为
四川省首家互联网上市企业。

产城深度融合

创新创业与舒居乐活相得益彰

“刚来成都的时候，看到到处是茶楼，非
常震惊，不过朋友告诉我，很多生意都是在
茶楼里谈成的，我才发现，原来成都人这么
会生活。”韩国产业银行成都代表处代表郑胜
元说，他希望在任期届满后还能有机会来成
都。

如今，郑胜元的愿望触手可及。去年 11
月，中韩创新创业园落户成都高新区，还配
建了一条原汁原味的韩国风情街，带来了韩
国的特色美食、手工艺品和文艺演出。

“四季有花、处处皆景”，随着四季更迭，
海棠花、玉兰花、樱花在高新区很多路段相
继绽放。今年开始还将陆续打造“花树大街”，
再现杜甫笔下“花重锦官城”的城市风貌。

如今，成都首个“海绵体”公园——— 占地
1419 亩的大型公共绿地桂溪生态公园正拔
地而起；投资 28 亿建设的 50 所幼儿园及中
小学校陆续建成；集便民、健身、社区养老于
一体的“十分钟公共服务圈”，轨道交通+常规
和慢行交通的“十分钟公交圈”“500 米见绿”
“十分钟公园圈”将于 2020 年基本建成；“小
街区规制”“建筑师负责制”也在多个区域创
新推进。

“‘少不入川’已被彻底改写。”一名外地来
蓉打拼数年的创业者说，成都舒适的生活环
境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来成都“漂”，“老
不出蜀”依旧，“少不入川”已成往事。

▲ 7 月 25 日，“三峡蜘蛛人”王文莲在工作中。48 岁的王文莲是“三峡蜘蛛人”中少有的女性成员，
她干这项工作已有三年。

腰系一根绳索，在数十米高的绝壁上攀爬、打桩、喷浆，还要提防悬崖上随时可能落下的石块……他
们是在重庆三峡库区负责整治长江两岸地质灾害的工人，被称为“三峡蜘蛛人”。近年来，重庆按照中央
加大长江生态保护力度的要求，对长江两岸的山体滑坡进行强力治理。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三峡蜘蛛人”

据新华社沈阳 7 月 25 日电(记者彭卓、
白涌泉)餐桌上的香肠、皮冻，竟来自臭气熏
天、苍蝇遍布的黑窝点；工业明胶、工业大粒
盐化身“佐料”。辽宁营口警方近日破获系列有
毒有害食品案件，查获 6000 多公斤有毒有害
食品，端掉 7 个黑加工点。然而，这只是冰山
一角。7 个黑加工点的背后，是价值近亿元的
工业明胶流向全国 8省数百个市县(区)镇。

工业明胶成香肠“佐料” 涉

案总金额近亿元

在营口市老边区一处不到 300 平方米的
简陋院落中，窗户全部被塑料布封死，院内三
口铝锅，工业明胶、亚硝酸盐、工业大粒盐装
在白色塑料袋，堆在一侧。

“满屋子绿豆蝇，臭味呛得我辣眼睛，连
吐好几口酸水。”营口市公安局老边分局食品
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钱瑞青告诉记者，

他们经过侦查
发现，每天凌
晨，院内都会
支起 柴火烧

制，铝锅内肉皮翻腾，臭气熏天，香肠、凉皮等
半成品出炉后，被放入污渍遍布的麻袋或白
色塑料盒中，待冷却成型重新包装后被销往
市场。

这样的黑加工点不止一个。一周之内，营
口警方先后查获了 7 个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窝
点，收缴非法添加剂工业明胶 3600 公斤，工
业用亚硝酸钠 1 公斤，复配水分保持剂 2 公
斤，高强度建筑胶 4 公斤，毒香肠 2135 公斤，
毒凉皮 3562 公斤，毒皮冻 750 公斤，收缴加
工设备 6 套，初步统计涉案金额约 260 万余
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人。目前，查获的有毒
有害食品已被送往辽宁省食品药品监测站进
一步检测。

查获的工业明胶只是冰山一角。公安机
关调查发现，这些工业明胶大多来自吉林省
通化市。2012 年以来，当地的一个犯罪团伙
以每吨 1 . 5 万元的价格购进数百吨工业明
胶，换成食用明胶包装袋或无标志的白编织
袋，加价销往黑龙江、吉林、辽宁等 8 个省数
百个市县(区)镇，仅辽宁就有 9 个城市“中
招”。这些工业明胶大多被制成有毒有害食
品，涉案总金额近亿元。

有毒有害食品“畅销”3 年

监管部门哪去了？

“1 公斤工业明胶能勾兑出约 50 公斤皮
冻、凉皮，或 900 公斤香肠，且保质期可以延
长 2至 3 倍。”营口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队长
刘强告诉记者，用工业明胶冒充食用明胶注
入食品中，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2013 年以来，仅营口地区涉案犯罪嫌疑
人就购入了 5 吨工业明胶，其中 1 . 4 吨被制
作成数十万公斤有毒有害食品，销售到市场，
且从未被查获。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有群众提
出质疑，有毒有害食品“畅销”3 年无人管，监
管部门哪去了？

“现在有毒的食品种类太多，相关检测难
以覆盖。”营口食品药品监督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有毒有害食品大多在“黑窝点”炮制，比较
分散，相对隐蔽不易被发现，监管存在一定难
度；食药监部门没有搜查权，即使到了黑窝点
门口，只要他们把门关上我们就没权进入，只
能请求公安部门协查。“有的不法商贩看公安
部门要来了，把锅一藏，违法违规材料顺着下

水道冲走，就很难找到证据。”

违法成本和暴利之间不成正比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公安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公安机关打击食品犯罪采
取非常规行动，每年破获食品犯罪 2 万起左
右，是前几年的几倍。

用病死猪肉制作熟食、使用工业明胶冒
充食用明胶……接二连三地被曝光的食品安
全问题，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神经。打击力度不
断加大，为何仍有少数不法商贩生产和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与两三年前轰动全
国的“毒胶囊”案相比，如今这些犯罪团伙作
案手段更加隐蔽，间歇性、流动性强。一些食
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违法成本
和获取暴利之间不成正比，一般罚款了事，判
刑也短。加之有些监管人员觉得一个小黑窝
点掀不起什么浪，暂时漏了也没什么，等一轮
严打再打击也来得及，“不约而同”错过的结
果，就造成这些“黑窝点”如同牛皮癣般顽固
多现，有毒有害食品大肆流向市场。

近亿元工业明胶流向 8 省，毒食品“畅销”3 年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专
电(姜潇、刘怡然)近日，近 600
岁的紫禁城因京城连日大雨成
为关注焦点，特别是一组大暴
雨时故宫博物院内地面未现明
显积水的照片，令网友为故宫
的排水系统点赞。对此，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 25 日在京表
示，这不仅体现了古人建筑营
造的智慧与匠心，也体现今人
保护文化遗产的执著。

单霁翔介绍，紫禁城建造
之初，对排水系统进行了精准
测量、精密设计和精细施工。紫
禁城的地面顺应北京地区地理
环境，整体走势亦呈北高南低、
中间高两边低，而且略有坡度。
其中，紫禁城北门——— 神武门
地平标高 46 . 05 米，南门午门
地平标高 44 . 28 米，竖向地平
高差约 2 米，这一坡降为自然
排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积水
能缓慢排泄。紫禁城内的排水
沟渠全部通向内金水河，内金
水河又与紫禁城城墙外侧 52
米宽的护城河相连，之后同周
边的外金水河、中南海等水系
相通，这些水系同时兼有排水
功能。

“故宫人为紫禁城的智慧
营造而感到骄傲，更认识到保
护文化遗产的责任重大，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保护工作，使紫
禁城的排水功能永葆青春。”单
霁翔说，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启
动了故宫排水系统专项课题研
究，利用雨季派专业人员进行
现场记录，绘制并汇总全院积
水点分布图，并根据分布图全
面深入地分析积水原因，研究综合解决方法。

单霁翔表示：“紫禁城古代排水设施是故宫世界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和故宫古建筑一样得到精心呵护。
为时 18 年的故宫古建筑整体保护修缮工程将古代排水系
统保护纳入其中，正在稳步推进实施。2014-2015 年，故宫
博物院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开放项目维修时，对三个
区域的雨水系统也进行了整体保养修缮。在此次大雨中，这
三个区域排水管线均运行正常，未发现堵塞现象。”

目前，故宫博物院内部排水系统已形成雨污分离的两
套排水系统，污水系统是同市政管网相连的单独管线，排水
系统仅用于排除雨水。

“故宫排水系统沉淀着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在‘天时
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今天强大的排水防灾功
能。”单霁翔说，“相信随着‘平安故宫’工程的顺利实施，故宫
博物院的排水系统将更加通畅，服务观众的能力也将进一
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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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 7 月 25 日电(记者刘刚、
许雪毅)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接受旺中媒体
集团专访时表示，理解并尊重大陆方面对
“九二共识”的坚持，愿意在既有政治基
础上，维护两岸已签署协议再往前走，特
别是在两岸经济互相依赖的状态下，合作
对双方都有好处。他认为，秉持善意和
“两岸一家亲”的态度，有助两岸关系朝
正面发展。

去年，柯文哲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联访

时曾表示，应该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
议和互动的历史，在既有政治基础上，以互
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
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
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
共同未来。此次接受专访时，他重申“四个
互相”并表示，只要是可以减少双方冲突
的，他都愿意尝试；能增加双方善意的，也
愿意去努力。

柯文哲还说，台湾看大陆时要了解，目

前大陆 13 亿人口在经济上算“小康”，
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没出乱子相当不简单，
以历史眼光来看，可以算“盛世”。台湾
对大陆的评论应该给予更多正面鼓励。

柯文哲还认为，民进党高层去过大陆
的很少，对大陆社会的实际状况不够了
解。大陆过去对台湾的一些情况也较为陌
生，但感觉大陆比台湾“修正得更快、更
广”。他说，还是要有更多交流才能带来
了解、谅解，最后才能谈合作。

柯文哲：理解尊重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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