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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新媒体专电(记
者刘邓)近日，三亚交警为治理电动车行驶机
动车道、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采取
了便衣蹲点采用执法记录仪对交通违法行为
人进行曝光，并前往闯红灯行为人家中开展
交通安全教育的做法。该做法经媒体报道后，
“一人闯红灯，全家学交规”成为热议焦点。

交警便衣执法追踪电动车违法

相关媒体报道称，8 月 10 日下午三亚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勤大队、法宣大队出动 20
名交警组成便衣分队，带着执法记录仪到红
绿灯路口蹲点守候，对电动车闯红灯违法行
为进行抓拍、录像，然后追踪。一名叫王先美
的 49 岁三亚市民在城区友谊路与解放路红
绿灯路口闯红灯被便衣交警追踪至其在凤凰
镇羊新路的家中。法宣大队在王先美家中对
其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播放警示片、发放

《电动车文明安全出行手册》等宣传单页，王
先美当场写下“悔过书”。

报道称，三亚交警支队成立了专门整治
小分队，由特勤大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同
时，通过指挥中心高清视频监控、执勤交警对
讲机通报、便衣跟踪等多种方式，发现、锁定
闯红灯违法行为人，跟踪到家到单位，组织其
全家人、单位同事集中学习交通安全相关知
识，让违法者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

该做法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多数网友

对此持支持态度，微博网友@红居易表示，用
这种“拉赞助”的方式，教育违法者本人，同时
警醒更多的人遵规守法，对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意识有着不同凡响的
成效！

同时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微博网
友“南昌涂国虎律师”认为，这是“一人闯红
灯，全家学交规”，三亚警方的行为有悖于现
代“罪责自负”的法治理念！

交警支队：执法有依据

据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陈鲁南
介绍，该做法并非最近的新做法，实际上在
2015 年 9 月，三亚交警部门已经施行“整治
电动车闯红灯，追到家里、追到单位开展交通

安全教育”。
陈鲁南说，采取该做法的动机是治理电

动车乱行闯红灯这个全国道路交通治理“老
大难”问题。现实的困境是：一方面，对闯红灯
违法行为应该处罚；另一方面，依据公安部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
条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
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外，交
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这就造成现状
是绝大多数闯红灯逃逸的驾驶人，在别的地
方也难以找到，追责难度非常大。所以实行便
衣警察跟踪闯红灯人到家，希望用这种方式
破解“老大难”问题。

面对公众对闯红灯当事人家人和同事接
受教育是不是违法的质疑，陈鲁南认为，三亚
交警部门该做法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
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这里提
到的宣传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自然也包括闯
红灯的当事人，以及其家人、同事。而且，在执
法过程中并没有强制让家人和单位同事学
习，而是将宣传单页、展板放在显著位置，号
召大家学习。

专家：不存在“连坐”问题

记者就该做法涉及的法律争议采访了中
国政法大学行政法领域学者罗智敏教授。

罗智敏认为，对当事人单位和家人进行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并没有任何的惩罚措
施，不是行政处罚，不存在所谓“连坐”的
问题。

但从行政法角度来看，三亚交警为治理
电动车交通违法的执法创新行为部分违反了
“依法行政”的原则。

罗智敏表示，首先是交警“便衣执法”值
得商榷，《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
第二十五条规定“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执
法应当按照规定穿着制式服装，佩戴人民警
察标志”。而且交警作为公安的一部分，也需
遵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第三
条“除规定情形外，公安民警在工作时间应当
着装”。而三亚交警便衣执法是否可适用第四
条“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有待
商榷。

其次是曝光式执法的合法性面临质疑。
上述事件中，三亚交警部门联合了三亚电视
台、三亚日报等媒体一起追至闯红灯当事人
家中，实质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限缩，也显示
出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倾向。

再次是程序合法性存在质疑。追踪到
家、写“悔过书”，已经对当事人名誉、荣
誉和精神造成损害，属于行政处罚中的“申
诫罚”。既然是行政处罚，必须符合一定的
法律程序。跟踪到家再处罚，应该有《行政
处罚决定书》并交付当事人，当事人还应有
申辩的权利。

三亚：“一人闯红灯全家学交规”执法惹争议

新华社记者朱国圣、张钦、张玉洁

20 日清晨，太阳爬出地平线，
三危山上泛起金光，一支支载着游
客的驼队迎着红日登上鸣沙山。敦
煌——— 昔日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大都
会，为一场新丝绸之路的国际文化
盛事，开始最后一个月的冲刺。

76 国共襄文化盛举

背靠黄沙，面向绿洲，一座座汉
唐风韵的宫殿式建筑拔地而起。

20 日，敦煌国际会展中心、敦
煌大剧院等丝路文博会主要场馆通
过验收交付使用，迎候四海嘉宾。

走进敦煌国际会议中心，一个
个印有“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
展”标语的幕墙非常醒目。这是将于
9 月 20 日开幕的首届丝路文博会
的主题，也是“敦煌论道”的灵魂。

丝路文博会将举办高峰会议、文
化年展、分项活动、文艺演出四大类
活动。高峰会议包括一个主论坛、五
个分论坛和五个专项论坛。主论坛以
“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为主题；其中四个分论坛围绕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设置主题，
每个分论坛突出其中一个方面。

截至 8 月 20 日，已确定有 76
个国家、5 个国际组织、19 个友好
城市的 90 个国外代表团和 51 个国
内代表团参会，预计与会的中外嘉
宾 1700 多人，其中包括 7位外国政
要和 43位外国部长级嘉宾。法国将
作为主宾国参会。

“参会国家之多，层次之高，范
围之广，超出预期。”甘肃省委副书
记欧阳坚说。

2015 年，丝路文博会获批，成
为“一带一路”中我国唯一以国际文
化交流合作为主题的大型国际文博
会。作为丝路上东西方贸易、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敦
煌又肩负起文明互鉴、文化交流、促进合作的重任。

8000 多件文化珍品耀眼“吸睛”

1650 年前，僧人乐僔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开窟
造像，此后 1000 多年间逐渐形成中西文明交汇共融的文化
瑰宝莫高窟。如今，中外文化珍宝汇聚敦煌，文博会文化年
展将有中外 8000 多件世界文化珍品参展，13 项经典文艺
演出将集中呈现。

20 日是文化年展展品陈设第一天。一大早，甘肃省博
物馆工程部副主任脱少华就赶来布置丝绸之路文物精品
展。这个展区集纳了 13 个省(区、市)的珍贵丝路文物 500
多件，其中不乏稀世国宝，有中国旅游标志——— 马踏飞燕青
铜器原件，有出土于新疆、见证丝绸之路繁盛、印有隶书“五
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汉代蜀地织锦……脱少华说，这次展览
规模之大，在国内丝路文物展中尚属首次。

这只是文化年展的一角。文化年展的展览面积有 3 . 4
万平方米，分国际展区、中国展区、甘肃展区和专题展区。国
际展区包括主宾国法国的“文明之旅·魅力法国展”“四海一
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精品展”“意会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油画精品展”“世·象——— 中国与意大利当代艺术展”“文
明交响——— 中国与埃及当代艺术展”等专题展区。一些世界
级文化珍品最迟将在大会开幕前 5 天上架。

文艺演出也是文博会一大亮点，从 9 月 18 日到 30 日，
演出几乎天天有。最令人期待的是，新版《丝路花雨》首次登
场。这部大型舞剧自 1979 年首演至今，先后在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演出，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典范”。9 月 20 日，一台
中外联袂演出的《相约敦煌》也会精彩亮相。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公元 609 年，在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一场“万国博览
会”盛大举行。如今，丝路文博会努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文化
盛会。

本届丝路文博会的一大核心议题，就是要讨论、通过《敦
煌宣言》，为传承和弘扬新丝路精神，达成更大文化共识。

丝路文博会今后每年举办一次。敦煌被确定为丝路文
博会永久会址。文化部副部长丁伟认为，在丝路文博会架构
中，高级别论坛和文化年展每年都要举办，其作用、影响不
可估量。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本届文博会的筹备理
念。为让敦煌更加彰显人文与绿色气质，近 1 年来，敦煌市
清理一大批遮挡和影响建筑本体和文化特色的户外广告，
同时市区植绿面积超过前 10 年总和。

在绿意盎然中，20 日，纪念莫高窟创建 1650 年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敦煌举行，已开始为丝路文博会预热。

新华社兰州 8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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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旭东

走进山东省胶州市里岔镇杨家庄村刘桂
花的家，一股青草味混杂着羊粪味扑鼻而
来， 1 只大狗和 3 只小狗用吠声捍卫主人
“领地”，几只鸡和鸭对记者的来访有些慌
张，在院子里来回打转。

刘桂花老人今年已 82 岁，个子不高，
但收拾得很精神。刘桂花将记者让进屋，屋
内很简陋，只有 1 台 21 英寸电视机， 1 个
水缸，简单锅灶，土炕和几个小马扎。但刘
桂花却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孙子考上了大学，今天他爹带着他去
青岛报到了。”刘桂花笑着说，“最近刚卖
了 4只羊，儿子在村里有了工作，还承包了

3 个塑料大棚，他是要发啊！”说到这，刘
桂花老人的笑容绽放，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刘桂花老人家在 2014 年被村委会确定
为扶贫对象。当时她家的光景，对村支书杨
振岗来说仍历历在目。他说：“她儿子杨常
升身体不好，除了养老还要供孩子读高中。
好不容易老母猪下了崽子，猪崽儿还得病死
了。在镇上的救助评估中，他们家只得了 8
分，而贫困户标准是 60分。”

里岔镇党委委员祝春雷介绍，当地贫困
户非常分散，每个村 1至 2户。为精准识别
扶贫对象，当地设计了贫困救助评估表，将
每户贫困状况量化。其中，家庭基本情况占
11至 50分，包括劳动力、健康、家电和住
房等；特殊加分项包括家庭成员是否拥有注

册公司，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党政机关或企事
业单位工作等；扣分项则包括患有重病和遭
受重大意外事故等。

“分数越低，说明这个家庭越贫困。”
祝春雷说，“ 60分以下直接确定为扶贫对
象， 70分以上排除， 60分至 70分需进一
步审核。这种方式是为确保真正找到贫困户
和贫困原因，掌握贫困程度，因户施策。”

在对刘桂花老人家的扶贫过程中，村里
首先对其住房进行了修缮，所有墙面刮了腻
子，吊了顶棚，更换了门窗。“墙刮了腻子
后，屋里亮堂多了。”刘桂花说。

村委会让杨常升担任了村里的保洁员和
治安协管员，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900 元。此
外，村里给他们家买了 6只羊，已经下了羊

崽。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杨常升从亲戚处借
了钱承包了 3 个塑料大棚，种植荷兰土豆和
黏玉米等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

祝春雷说，在扶贫过程中，里岔镇实行
动态管理，即每年对贫困户至少评估 1 次，
得分 70分以上就退出。这主要是为防止扶
贫扶出懒汉，不能让他们不劳动而靠着扶贫
和低保补助度日，另一方面也是让扶贫资源
用到更有需要的家庭上。

在今年 8 月的评估中，刘桂花老人家的
年收入达到 3 万多元，评估得分 90分，因
此从扶贫对象中退出。“政府扶上路，退出
也光荣。毕竟，靠自己劳动过上好日子，心
里踏实。”刘桂花老人笑着说。

新华社青岛 8 月 20 日电

耄耋老人刘桂花的“入贫”与“退贫”

88 月月 2200 日日经经过过相相关关部部
门门验验收收通通过过，，张张家家界界大大峡峡谷谷
玻玻璃璃桥桥正正式式投投入入试试运运行行。。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龙龙弘弘涛涛摄摄

张张家家界界大大峡峡谷谷

玻玻璃璃桥桥试试运运行行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记者荣启
涵)记者日前从环境保护部获悉，环保部、公
安部、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通知明确，
环保部门不再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
志，以后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年检标志将从三
个变成两个。

虽然取消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发
放，但并不意味着取消车辆尾气的检测。通知
中说，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将排放检验
合格报告拍照后，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监管系统上传公安交管部门，对未经定期排
放检验合格的机动车，不予出具安全技术检
验合格证明。此外，纯电动汽车免于尾气排放
检验。通知还提出，要加强排放检验信息联网
核查，推动机动车排放异地检验。

在用机动车环保监督管理也得到加强。
通知提出，要加大对国家鼓励淘汰和要求淘
汰的黄标车和老旧车污染排放的监督管理力
度，确保完成国家确定的年度淘汰工作任务，
实现 2017 年底前基本淘汰黄标车。对达到国
家强制报废规定的机动车辆，一律按要求报
废。

环保部门不再核发

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

新华社记者郭翔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
(交易)会于 21 日闭幕。

从“小四轮”到无人机，从无人知晓的“土
特产”到享誉国内外的大品牌，从塑料薄膜大
棚到连栋智能温室……连续举办十五届，展
馆面积增加 15 倍、参观人数增加近 10 倍，长
春农博会不仅从“地方性”农业展会华丽变身
为国内大型综合性农业盛会，更见证了农业
大省吉林不断完善生产、产业、经营“三个体
系”，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的发展轨迹。

从“当午荷锄”到航化作业

“头几届农博会，主要看新品种、农机具。
现在植保无人机、农用飞机啥高科技装备都
有。”在农安县众一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文
业胜看来，长春农博会折射出农业技术装备
的提升。今年他投入 60 多万元购买 3架植保

无人机，“单说喷药作业，人工 2 个小时喷洒
15 亩，高架车 1 天喷 300 亩，飞机 1 天能喷
1500 亩。”

2000 年以来，吉林粮食产量跨过 500 亿
斤、600 亿斤和 700 亿斤大关，去年总产达到
729 亿斤。连年丰产的背后是吉林不遗余力
地加强农业科技、信息化和机械化建设：普及
测土配方施肥手机服务系统，推进免耕播种
等保护性耕作，推广优质高产良种……

吉林省农委主任李国强表示，到 2020
年，全省将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新增高标准农田 1000 万亩，农业科
技贡献率达到 60% 以上。

从“百衲衣”到“绿毯”连片

“农机越来越大！”是玉米收割机经销商
卢为强眼中长春农博会的变化。卢为强说，自
己经营的最小农机也能同时收割 4 行玉米，
“大型收割机多了的背后是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合作社土地连片规模经营。”
一家一户“零耕碎种”，土地如同“百衲

衣”般条块分割，农机具施展不开，农业科普
没有着力点，土地产出打折扣。

吉林近年来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支持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全省各类农民合作社从 2007 年的
96 个发展到目前的约 5 万个，家庭农场也超
过 2 万个。经营面积上万亩的农民合作社在
吉林各地屡见不鲜。

从分散粗放到规模集约，适度规模经营
让农业科技成果有了用武之地。梨树县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算账说：“全县仅规
模经营，每年节省生产投入近千万元。”

从“单打一”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举行第一届农博会时，很难凑出像样的
‘农字号’企业。现在企业挤破脑袋要参加，得
优中选优。”长春农博会榆树参展团工作人员

侯永辉说，首届长春农博会经贸签约金额仅
有 50 多亿元，而本届农博会上，仅 11 项经贸
活动之一的“中国粮油财富论坛·查干湖夏季
峰会”签约金额近 200 亿元。

数字背后是吉林农业发展理念从“单打
一”抓农业到抓“全产业链”和一二三融合发
展。2000 年以来，吉林形成近 1500 万吨玉米
深加工能力，生产淀粉、酒精等产品 200 多
种，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如今，
农产品加工业成为与汽车、石化并重的吉林
三大支柱产业，年销售收入超过 4500 亿元，
占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十五届长春农博会见证的是吉林农业转
型升级的坚实步伐，更是争当现代农业“排头
兵”的不断探索。根据《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
现代化总体规划》，到 2020 年，长春和 9 个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及市(州)城市周边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 2025 年，全省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

据新华社长春 8 月 20 日电

争当“排头兵”的求索
十五届长春农博会见证吉林现代农业发展轨迹

新华社上海 8 月 19 日专电(记者姚玉洁)上海上市金
融国企近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发轫于两年前的金融国资
改革，已逐渐引出协同效应。

2014 年起，上海启动了新一轮金融国资改革，国泰君
安、浦发银行、太保集团分别从上海国际集团受让了上海证
券、上海信托、安信农保的控股权，上海国际集团则成为国
资流动平台，优化国资产业链、价值链，以政府“管少管精管
资本”之退，实现金融国企“做优做强做专业”之进。

今年 3 月，浦发银行正式完成了对上海信托 97 . 33%
股权的收购。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上海信托对浦发银行
集团的盈利贡献逐步显现。截至 6 月末，上海信托母公司口
径净利润 6 . 8 亿元，同比增长 39%。

上海信托并入浦发银行时，部分与主业无关的资产被
剥离，包括所持浦发银行 5 . 23% 股份、上海证券 33% 股
权、华安基金 20% 股权等，相当于减少了 23 . 84 亿元净资
产和 9 亿元股权收益。但核心竞争力的整合激活了巨大的
协作效应。据浦发银行金融机构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浦发银
行与上海信托在通道业务、股权投资、信托保管等领域合作
均大幅提升，双方还合作为上海公积金中心在银行间市场
发行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项目，规模达
到 148 亿元。

上海国际集团副总裁傅帆表示，上海国资整合初步达到
了预期效果，并且有助于这些金融企业在上市公司平台上调
动更多资源。“上海国际集团作为国内首批运营的国资流动
平台，也实现了从管经营、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傅帆说。

上海金融国资改革

逐渐引出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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