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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令
伟家 、莫华英 、陈
晨、李平)村主任朱
小艳这些日子有点
忙。记者年前采访
时，她正在张罗即
将到来的“双十二”
电商节：走家串户
收土鸡蛋、老蜂蜜、
酒柿子，忙得不可
开交。

这位甘肃成县
陈院镇梁楼村村主
任，还有一个身份：
民间的叫法是“村
小二”，官方的叫法
是“电商专干”。就像
网店的“店小二”，朱
小艳也是梁楼村电
商的掌门人。

地处西秦岭余
脉的成县，是国家
重点帮扶的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
地薄坡陡路难走是
自然条件，养鸡养
猪种洋芋是生产习
惯。当地政府意识
到，要如期实现脱
贫攻坚任务，不能
走传统的种养老
路，必须扬长避短、
因地制宜，反弹琵
琶、弯道超车。

成县县委书记
李祥说，交通困难、
信息闭塞、市场狭
窄是成县的短；特
产丰富、绿色天然、
品质优良是成县的
长。虚实结合的电
子商务，正好可以
扬其长、避其短。从
2013 年起，县里把
发展电商作为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手段，在全县大力推广。

朱小艳当“村小二”的梁楼村网店，2015 年卖
出各种山货 21 万元。邻家大嫂攒的土鸡蛋、坡上
大哥种的绿核桃、村头大妈纳的花鞋垫、隔壁大叔
腌的酒柿子……只要是村里有的，都能在网上卖
出好价钱。“网上有了订单，优先找贫困户。贫困户
的东西凑不够，再找其他人。东西收起来后，由我
统一往外寄送。”朱小艳一边忙着下单，一边给记
者介绍情况。

跳完广场舞的吕艳莲拎着一兜土鸡蛋，正准
备让朱小艳在网上代销。这位 67 岁的大妈告诉记
者，土鸡蛋当地价一元一个，在村里网店上卖一块
三。“去年光鸡蛋就卖了 1000 多元呢。今年还有 3
缸酒柿子，有 400 多斤。市场上一斤卖 5 元，还挑
挑拣拣的；网上能卖到 15 元，一口价，值钱着呢。”

说起网店，吕大妈的舞伴们七嘴八舌：“我们
老了，行动不方便，有个值钱的东西也拿不到集市
上去。网店好啊，都是村上的党员干部，熟门熟户
的，不哄我们，心里踏实。到这里卖东西既轻松，价
钱还比集市上的好。”

“以前柿子挂在树上，眼看着烂掉也没人收
拾。现在上了网，都是稀罕货。”朱小艳深有感触地
说，“越是土得掉渣渣的东西，网上卖得越好。手工
缝制的袜垫鞋垫、书包枕头，都当成工艺品卖，江
苏、上海那边的人喜欢得很，价钱也卖得高。”

“你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年龄大，不大会摆弄
手机的。”作为“电商专干”的朱小艳说，其实，那些
在家的年轻媳妇们，几乎人人都在开电商微商，成
天捧着手机忙交易。“全村 389 户人家，下载了‘农
村淘宝’APP 的，有 378 户。”

成县组织部长王新宏说，县里在每个村都设
了一名负责电商的专职干部——— 电商专干，手把
手教农民怎么开网店、怎么下单子、怎么发送货；
每个村开一个网上店铺，由“电商专干”当“村小
二”，既是给大家做示范，也负责全村尤其是不会
上网的家庭的土特产销售。

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电商专干免费培训，使电
子商务在偏远闭塞的陇南成县短时间内深入人心、
遍地开花。从 2013 年至今，成县共开办各类网店
920家，超过 7000 人在电商产业链就业，累计销售
5 . 48 亿元。全县 102 个贫困村中，借着电商东风，
2015年有 32个脱贫，2016年又有一批“摘帽”。

樱桃好吃树难栽，念头易生店难开。如今已是
成县统战部长的杨敬，当年正是分管电商的副县
长。“别说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当年我自己都有
点吃不准。巴掌大的一部手机，就能把祖祖辈辈卖
不出去的东西销到全国？网络是虚拟的，摸不着看
不见，万一东西寄出去，钱收不回来怎么办？手机
网页上那么多小框框，捣错一个会不会就要收
费？”提起当年的糗事，杨敬感慨颇多：“我都是这
样，你可以想象在群众中推广有多难！”

“靠的就是党员干部言传身教、传帮学带。”杨
敬说，县里所有干部都开通了实名微博、微信。广
播电视也开设专门频道，定时播发电商信息和培
训内容。“就要像钉钉子一样，坚持不懈干下去，一
定会取得成功。”现在，“村党支部+电商协会+合作
组织”已成为成县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模式，许多
大老粗的村支书村主任，如今已是精通网购、人气
满满的“店小二”“老掌柜”。

如今，行走在成县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你
会不经意间看到姑娘们的衣着，正是今年全球流
行的色调和款式；大妈们家长里短的聊天中，也会
不时迸出几个互联网界最时髦的词儿。看看四围
的崇山峻岭、蓝天白云，你经常会有一种时空错位
的穿越感。

互联网就是一根线，你在这头，世界在那头，
隔着万水千山。轻轻一拨，你和世界之间就通
了——— 现在的地球，已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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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 月 16 日电(记者叶前)针对
网络上出现“数千家台资企业撤离”的信息，东
莞市市长梁维东回应称，过去三年当地台企数
量波动不大，台资始终是当地外资的主要力量
之一。

东莞是广东靠近深圳的一个城市，也是大
陆台资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食品业知名品牌
徐福记等台企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

梁维东用最新数据说明了台资企业在东莞
的现状：2014 — 2016 年，东莞台资企业的数量

分别是 3455、3437、3447家。
来自东莞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东莞台资企业数量占外商投资企业的三分之
一，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比约四分之
一。其中，企业数量占比自 2008 年以来一直稳
定在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从过去五年来看，确实有少数台资企
业关闭、外迁。这些关闭、外迁的台资企业影响
的投资额为 9 . 8 亿美元，但同期转入的投资达
到 38 . 3 亿美元。”梁维东说。

2016 年，东莞关停外迁的台资企业数量为
74家，其中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九成
以上为合同利用外资 300 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型
企业。

东莞商务局称，这些波动是正常的市场行
为，东莞依然欢迎包括台资在内的所有外资来
投资兴业，相信台企能够在东莞得到很好发展。

近年来，在市场倒逼作用下，东莞的台资企
业对转型升级的意愿强烈，生产模式从 OEM
(贴牌生产)向 ODM(委托设计)、OBM(自有品

牌)转变。
来自东莞市台商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东

莞拥有自主品牌的台资企业超过 600家，累计
注册商标(品牌)超过 3200 个，设立研发机构或
内设研发中心 533 个，ODM+OBM 产品出口
占比从 2008 年的 33% 提升至目前的 75%。

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蔡俊宏说，在“中国制
造 2025”等利好政策引导下，许多台企在内销
渠道拓展、品牌建立等方面取得成果，不断向高
端化发展。

东莞市长：当地不存在台资企业“撤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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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1 月 13 日电(记者赖星)拉
起警戒线，宣读搜查令，查封相关财产……
13 日，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对一家企
业“老赖”进行“突袭”，并对这家公司的法人
代表进行司法拘留。

13 日上午 10时许，承办法官周滨等办
案人员来到南昌市西格玛商务中心，对一起
涉及农民工工资的案件进行执行。此前，为保
障民生案件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申请
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东湖区人民法院专门开
辟了“绿色通道”，并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开
始部署为期两个月的“追‘薪’行动”，对一批案
件进行集中执行。

此次被强制执行的企业“老赖”是江西省
亿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和申
请执行人曹某因工程承揽合同发生纠纷，后
法院判决上述公司支付曹某工程款 9 万余
元。9 万余元工程款涉及多名农民工的工资。
判决后，陈某作为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一直
规避执行，曹某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因为多次拨打陈某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曹某就向法院申请向社会发布悬赏公告找寻
陈某。就在不久前，根据举报人线索，我们在公
安机关的协助下成功地找到了陈某。”周滨说。

为了不打草惊蛇，“突袭”行动之前，只有
少数执行法官清楚此次行动的具体安排。“目
前，该公司还在正常上班，我们将对它展开搜
查，查明其财务状况，以此确认其是否有履行
能力。”在周滨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放着强
制执行的一件件“利器”，比如搜查令、扣押清
单、查封封条等。

10时 10 分许，前期准备就绪后，执行法
官和法警快步上楼，急促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回
荡。到达现场后，执行法官王兴田对江西省亿
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宣读了搜查
令，并要求：“打开所有抽屉、电脑和保险箱。”

紧接着，5 名执行法官对该公司展开搜
查。“看，这是被执行人 2016 年的纳税证明，
说明该公司还在正常营业，甚至具备执行能
力。”周滨解释说，之前，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账
户进行核查后发现账户的资产都被转移。

在搜查现场，执行法官共搜查到被执行

人 2015 年至 2016 年间的 20 多本账本以及
发包合同、工程造价合同等文件。“这张网上
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进款 45 万元，但是收款
人却到了个人名下。”法官喻莎莎正在忙着
登记财产清单，她说，该公司的财产很有可
能被转移到个人名下，法院还要再对此进行
调查。

就在法官进行搜查时，法警将这家公司

的法人代表陈某带至现场。“我现在还钱还不
行吗！今天就履行判决。”陈某向法官表示，希
望法院对自己从轻处理。

“这四年来，申请人找你执行，你为什么
不执行，甚至东躲西藏规避执行？”王兴田的
一席话，让陈某无言以对。此后，执行法官将
这家公司的账本等物品带回法院进行强制审
计，并对陈某实施了司法拘留。

企业“老赖”被查 法人代表被拘

跟随江西法官冬日追“薪”记

新华社成都 1 月 16 日电(记者许茹)在“双
流区重点项目服务”微信群里，除了双流区重大
投资项目企业人员，还包括双流区国土、政务中
心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企业遇到问题，可
直接向这些部门负责人提出并得到回复。

成都航宇超金技术有限公司对成都市、双
流区的政府服务感到满意。公司副总经理相里
麒告诉记者，企业从选址落户、引进人才等方

面，都“一路绿灯”。
记者从成都市投促委了解到，成都审批事

项少、审批效率高。
以优质投资环境为吸引，成都工业重特大

项目快速发展。记者从今年成都“两会”上了解
到，坚持把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6 年成都加快推进 162 个重大技改项目，新
增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4 户；深入开展工业“竞进

拉练”，东风神龙、英特尔骏马等 135 个项目竣
工投产，京东方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中铁
轨道交通等项目加快建设。

目前，成都已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是重
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其中包括已形成的电
子信息、汽车、机械、食品 4 个千亿产业集群，
成都高新区、经开区 2 个千亿园区，产业配套
完善。

2016 年的西博会期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与成都市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投资新能
源汽车整车项目、沃尔沃 SPA 平台乘用车项目
等，总体规划产能达 60 万台。在收购沃尔沃之
前，吉利已在成都累计投资 47 亿元。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四川是吉
利的“福地”：一是投资环境好，二是发展态势
好，三是区域互动好。

成都：优化投资环境，加快重大工业布局

▲ 1 月 13 日，南昌市东湖区法院执行法官对涉案企业进行搜查。 新华社记者赖星摄

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真没想到我们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能在
敬老院里听到熟悉的大鼓书和坠子书的声音，
真让我们这些老人过了一把瘾。”孙店镇敬老院
60 多岁的老人孙国庆在听到大鼓书《小五义》
和坠子书《王祥卧冰》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这
也是河南省项城市文化馆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曲艺类节目“走进全市各镇敬老院”系列巡演
中的一个缩影。

项城市是“千年古县”，多年来，积极争取国
家、省专项保护资金 130 多万元，市财政拨付专
项资金 60 多万元，全部用于非遗的传承与保
护。为全面掌握全市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
布状况和生存环境等问题，该市分别于 2009 年
和 2015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拉网式非
遗普查工作。综合运用文字、录音、录像、图片等

各种方式，对全市非遗资源进行了真实、全面、
系统的记录，建立了档案和数据库，绘制了项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图，对濒危状况突
出的非遗项目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建立了国家、
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体系
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

为了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深在闺
中人未识”的局面，项城市利用中国文化遗产
日、传统庙会、重大节日庆典等开展了一系列展
演、传播活动。全市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共
举办各类非遗培训班 20 余次，参加培训学习近
千人次，举办报刊专栏 13 期，会同教育部门组
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 5 次，非物
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 10 余场。

作为中国毛笔发祥地的孙店镇汝阳刘村，

近百户家庭 400 多人重新投入到传统毛笔生
产销售中，整个毛笔生产制造业年销售额达
1 亿多元，实现了由小而散的家庭作坊式提
升为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的企业化生产。
省级非遗项目余家杂技代表性传承人余帅，
投资 4700 万元，成立了项城市越野杂技团有
限公司，2005 年建成了项城市杂技艺术学
校，占地 38 亩，是全国最大的民营杂技艺术
培训学校，曾多次在全国杂技大赛中获得优
异成绩。如今，汝阳刘毛笔、余家杂技已经成
为在全国、全省的知名文化品牌。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和
精神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为项城的全面发展增光添彩。”项
城市委书记刘昌宇说。 (秦涛)

项城：非遗不再“深在闺中人未识”

贵州：打好易地搬迁扶贫关键仗
新华社西安 1

月 16 日电(记者储国
强)我国正在秦岭山
底开挖一条近百公里
长的地下输水隧道，
目前已完成 60 多公
里。这项被称为“引汉
济渭”的国家重大水
利工程将从长江最大
支流汉江调水到黄河
最大支流渭河，每年
可将 15 亿立方米的
汉江水调入关中，实
现长江和黄河在秦岭
“握手”。

陕西省引汉济渭
公司总经理杜小洲
说，“引汉济渭”工程
将盘活陕西全省的水
资源，从水资源丰富
的陕南调水，不仅能
解决水资源严重不足
的关中平原用水，还
能增加 7 亿立方米以
上的渭河干流水量，
通过水权置换争取更
多的黄河用水指标，
推动陕北黄河引水工
程建设，为陕北国家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提
供水资源保障。

陕西是中国水资
源最短缺的省份之一，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水资源分布极度
不均。为改变这一现状，陕西省决定从陕南汉江
调水到渭河，启动省内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也
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一个重要补充。

“引汉济渭”工程包括调水工程和输配水工
程。一期调水工程计划投资 191 亿元，主要由
98 . 3公里的秦岭输水隧洞、黄金峡水利枢纽、
三河口水利枢纽三大部分组成。

“在秦岭修建输水隧洞，是人类第一次从底
部横穿世界十大主要山脉。隧洞最大埋深离地
面达到 2012 米，需要攻克超长距离通风、涌水、
突涌泥、岩爆、高温地热等世界性难题。”杜小洲
说，“无论是工程量，还是技术难度，都是中国水
利史上里程碑式的工程。”

记者在秦岭输水隧洞施工现场了解到，隧
洞已累计完成开挖、支护 64 . 4公里，占隧洞全
长的 65 . 5%。目前正在开挖穿越秦岭主脊段下
最后的 19 . 2公里“攻坚”隧洞，施工方投入了两
台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
主攻这段“硬骨头”。

杜小洲说，按工程计划，2019 年秦岭输水
隧洞将实现全线贯通，2020 年西安市民就能喝
上汉江水，2030 年“引汉济渭”工程完工后调水
总量可达到 15 亿立方米，将可满足西安、咸阳、
渭南、杨凌等地及沿渭河两岸其他地方的生活
及工业用水，有效改变关中超采地下水、挤占生
态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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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1 月 16 日电(记者骆飞、向定
杰、肖艳)记者从正在贵阳召开的贵州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获悉，今年贵州
将继续扎实推进易地搬迁扶贫，打好这一关键
仗。

贵州近年强力推进大扶贫战略，2016 年脱
贫攻坚首战告捷。

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说，2016 年全省减少贫
困人口 120 . 8 万人，对 45 . 8 万农村人口实施

易地搬迁扶贫，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6 . 2
万人，改变了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孙志刚说，强力推进大扶贫战略行动，要全
力打好易地搬迁扶贫关键一仗。2016 年全省易
地搬迁扶贫建设了 555 个安置点，建成 9 . 7 万
套搬迁房，实现每户搬迁家庭就业 1 人以上。

2017 年，贵州省将更加扎实有力推进大扶
贫战略行动，努力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取得
新突破。

“今年是易地搬迁扶贫关键一年，确保
搬迁 7 5 万人、整体搬迁自然村寨 3 5 0 0
个。”孙志刚说，要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
搬，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推动安置点向交
通干线靠拢，积极推进跨县、跨市州安置，
严控建设成本和住房标准。

同时，贵州省将更加注重落实就业扶持
政策，解决搬迁群众长远生计问题，确保贫困
群众不仅住上新房子，更要过上好日子。

“阳光沐浴工程”

让宁夏百万农民

终结“洗澡难”

新华社银川 1 月 16 日电(记者杨稳玺)记
者近日从宁夏农牧厅了解到，2016 年宁夏民生
计划中的农村阳光沐浴工程 20 万台太阳能热
水器建设任务已完成，实现了对盐池、同心 2 个
“老区”县和 200 个扶贫销号村全覆盖。自此，宁
夏近百万农民在寒冬腊月也可以用上热水，告
别了祖祖辈辈洗澡难的历史。

此外，阳光沐浴工程还推动了农村可再生
能源利用，促进了扶贫攻坚及环境保护工作。据
测算，每台太阳能热水器户均可节约煤炭 148
公斤，年均增收节支 160 元，减排二氧化碳 394
公斤，减排二氧化硫 3 . 32公斤。

据了解，农村阳光沐浴工程已持续实施 2
年，项目资金来源于自治区财政划拨、农户自筹
和县市区配套，目前已累计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40 万台，占宁夏常住总农户的 55 . 74%。

邻家大嫂攒的土鸡蛋、坡上大哥
种的绿核桃、村头大妈纳的花鞋

垫、隔壁大叔腌的酒柿子……只要是
村里有的，都能在网上卖出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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