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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记者令伟家、陈晨、莫华英、李
平)甘肃省成县鸡峰镇党委书
记秦明辉最近有点小得意。他
所在的鸡峰镇，在去年全县“产
业富民留人工程”考核中名列
前茅：劳务实现“零”输出，110
多名外出人员全部返乡，4 名
未就业大学生、两名退伍军人
留乡创业。

偏远闭塞的陇南成县，外
出务工一直是农民增收的大
头。县里也一度把劳务输出作
为考核指标，每年对各乡镇进
行排名。

劳务输出的副作用和正效
应同样明显：土地撂荒、农村空
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衍
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了基层
干部最挠头的事情：鼓励外出
吧，副作用难以承受；鼓励回乡
吧，既没有事情可做，又无收入
来源。

转机出现在 2013 年。这一
年，县委书记李祥的微博核桃
畅销，拉开了成县电子商务的
大幕，可以挣钱的活路一下子
“冒”出了许多。

善于学习的李祥，在山大
沟深的陇南地区，算是一位资
深“网红”。忆及第一次“触网”，
李祥至今记忆犹新：为了便于
和群众沟通，2011 年他注册了
实名微博，却意外地发现，许多
人在微博上托他买成县核桃、
蜂蜜等土特产。

成县属西秦岭余脉，地无
三尺平，耕地少、路难走。但当
地的绿核桃、酒柿子、土蜂蜜，
绿色环保、品质优良。苦于市场
狭窄、交通困难，这些“宝贝”一
直只是群众换点油盐钱的副
业。

这么多人喜欢成县核桃，
为什么不在网上卖呢？李祥的
微博从此多了推销当地核桃的
新功能。无心插柳让李祥的微
博核桃越卖越火，火得人们都
叫他“核桃书记”。

把成县核桃搬到网上卖如
何？当“个人行为”变为“政府意
志”时，李祥还是遇到了不少阻
力：群众文化低、运输成本高，
玩手机灵光的年轻人都外出
了，笨手笨脚的老年人行不行？

尽管有许多疑惑，但在党
员干部的带头和示范下，电子
商务在成县如雨后春笋般猛
长。

李祥认为，欠发达地区要
实现弯道超车，就要按比较优
势、因地制宜选择产业。他说，在市场主体还不成
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信息又严重不对称的欠发
达地区，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党委政府的
引导更不能缺位，以便及时纠偏市场失灵、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我们果断选择电子商务，就是要倒
逼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你若盛开，春天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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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成县“人见人
爱”：财政部、商务部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农业部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农业
电子商务示范单位；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西
北首个试点县……

如今的成县，电商已深入人心。跳完广场舞的
大妈，会顺便到村部电脑上“淘”件心仪的衣裳；老
太太缝制的鞋底袜垫、绣花枕头都成了“工艺品”，
赢得网民点赞无数；打工的年轻人返回了，外地的
投资客进来了，毕业的大学生留下了；农业把式管
种地，能工巧匠搞包装，念了书的弄网站，有力气
的跑运输；人人有事干，环环能挣钱，产业链条被
一环又一环拉长加粗。

“以前考核乡镇，看输出了多少劳动力。而现
在看你通过发展产业，返回了多少务工者，留住了
多少毕业生，引进了多少投资客。”李祥说的这个
考核，正是这两年在全县推开的“产业富民留人工
程”。“党风清正，发展有路，人心思归。在从严治党
的催化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成为成县发
展的全民旋律。”

党风的好转和电商的崛起，使成县这块远在
深山的穷乡僻壤，成了投资创业的热土，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李祥说，在一些条件好的川坝
乡镇，已经从劳务净输出变为净流入；依托电商从
事樱桃、草莓种植的浙江福建等外地客商，全县已
经接近 600人。

新华社南京 1 月 18 日电(记者王存理、凌
军辉)临近春节，不是小龙虾上市季节，但盱眙
县泗州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龙虾网店销售趋
热，下单者络绎不绝。

盱眙龙虾何以受人们欢迎？
这得益于当地的用心经营。 10 多年来，

江苏省盱眙县几届党委政府坚持铸品牌、定
标准、抓质量、打造产业链，把原本默默无
闻的克氏原螯虾 (小龙虾 )培育为品牌价值
169 . 9 亿元的“盱眙龙虾”，行销省内外，富
裕千家万户。

每 8 人就有 1 人做龙虾产业

盱眙县泗州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龙虾网
店董事长芮锋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只能在 5 月
-9 月龙虾上市时才能吃到小龙虾，“随着速冻
龙虾和冷链运输技术的突破，现在一年四季都
能吃到美味小龙虾。”

2003 年，做商贸代理的芮锋转行做小龙虾
加工。设计工艺、研发口味……芮锋一步步闯市
场，2016 年加工销售小龙虾 700 吨，产值 7000
多万元。

芮锋的成功是盱眙人对小龙虾矢志不渝的
缩影。目前，全县龙虾产业年直接收入超 70 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收入 30 亿元，已形成百亿级
产业规模，带动 10 万人就业。全县每 8 个人中，
就有 1人从事龙虾相关产业。

在甘泉山脚下，拥有一万亩水面滩涂的满
江红龙虾产业园是龙虾科研、育苗、养殖基地。
总经理陆伟说，为了改变粗放散养的传统方法，
他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创龙虾池塘精养模式，
通过精心育苗、水质管控，使龙虾不仅肉质结
实，更安全健康。

目前，盱眙龙虾池塘规模养殖面积达 22 万
亩，年产龙虾 6 万吨、交易量 10 万吨。

“龙虾+”保护生态又富民

北大硕士段德峰 2015 年回到家乡盱眙，
在黄花塘镇五星村承包了 1500 亩农田和 150
亩水面，搞起了“虾稻共育”综合种养。段德峰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年产水稻 900 斤、
龙虾近 300 斤，“优质大米售价每斤 10 元左
右，龙虾每斤 25 元— 40 元，全年亩产值超过
1 . 5 万元，去掉成本 2000 多元，净收入有 1 . 2
万元。”

盱眙地处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滩涂湿地
资源丰富，所产龙虾个大肉实、壳亮黄多。近年，
由于退圩还湖的环保要求，加上龙虾需求量增

加，盱眙在提升池塘养殖水平基础上，大力推广
“龙虾+”综合种养，探索“龙虾+水稻”“龙虾+藕”
“龙虾+芡实”等模式。

“龙虾+”不仅利于生态保护，也为富民打开
了另一扇门。以盱眙“虾稻共育”为例，比单纯种
水稻每亩可增收 4000 元左右。2015 年，全县虾
稻种植面积只有两三千亩，2016 年推广到 8 . 5
万亩。

据介绍，盱眙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五分之
一来自龙虾产业。在龙虾产业带动下，2016 年全
县 GDP 达 351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7 倍多，“十
二五”期间顺利摘掉了省级重点贫困县的“帽
子”。

盱眙围绕“规模做加法、效益做乘法”，龙虾
产业链从传统的养殖、捕捞、贩运、烧制，逐步拓
展到以龙虾酱、龙虾纪念品制作等为主的加工
业，以调料、龙虾运输为主的物流业，以龙虾垂
钓、体验为主的乡村旅游，以龙虾影视创作、主
题公园等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

一虾先行诸业并进

盱眙龙虾近 170 亿元品牌价值、百亿元产
业规模背后，是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盱眙县
委、县政府连续 16 年举办龙虾节，每年大投入，

打造“盱眙龙虾”绿色、标准、高端的品牌形象。
在政府主导下，盱眙龙虾 2006 年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先后被授予
中国名牌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
商标等，形成以“盱眙龙虾”商标为核心的品牌
体系。

在盱眙县，有一个龙虾产业发展局，它的前
身是龙虾协会，主要职责是统筹负责全县龙虾
经济，从品牌的宣传包装、养殖标准及质量管
理、养殖、贮藏、加工产业链的打造、市场品牌的
组织推广到产业开发全部负责。从品牌、质量、
标准、市场的高度，解决了农民发展专业生产与
大市场的矛盾，不断以高端先行的作为，提升产
业竞争的境界。

龙虾产业发展局局长李守刚介绍说，盱眙
县将龙虾、龙虾节与创意文化接轨融合，先后建
设龙虾研发中心、龙虾博物馆、龙虾产业大厦和
龙虾科技园等主题建筑，吸引了一大批客商前
来投资兴业。

同时，围绕龙虾主题打造旅游景区，优良生
态、秀美山水与优质美味的龙虾相得益彰，让
“品盱眙龙虾，赏盱眙山水”成为旅游新常态。下
一步将重点打造盱眙龙虾旗舰店，开展会员店
标准化建设，逐渐把盱眙龙虾做成中国餐饮业
的“肯德基”“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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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年几届党委政府接力铸品牌，让小龙虾成长为产业“大龙头”

江苏盱眙：一虾先行，诸业并进

“天量”再融资叠加“弃船式”野蛮减持套现

堵住两大“出血点”：A 股当务之急

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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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记者潘清、刘慧、
孙飞)2016 年再融资规模 8 倍于 IPO，并创下
历史新高，3600 亿元减持额的同时“清仓式”减
持频现。“天量”再融资和野蛮减持成为 A 股两
大“出血点”，应该如何堵住？

“天量”再融资引发市场担忧

进入 2017 年以来，A 股持续弱势震荡，创
业板指数更出现罕见“八连跌”，不少舆论把下
跌归因于 IPO 常态化。与此同时，市场目光更
聚焦“天量”再融资以及后续解禁减持的预期。

证监会披露数据显示，2016 年 IPO 及再
融资(现金部分)合计 1 . 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其中再融资规模创下历史之最。有机构数
据显示，2016 年新股筹资规模为 1476 亿元。粗
略统计，在“史上第一融资年”，以再融资方式增
加的市场供给 8 倍于 IPO。

事实上，相似的情形在过去几年中持续上
演。有统计显示，2014 年、2015 年 A 股市场总
体融资额分别为 7490 亿元和 15215 亿元，其中
IPO 占比分别为 8 . 9% 和 10 . 4%。按此计算，最
近三年再融资在 A 股融资总额中的平均占比
高达九成以上。“无论从整体还是单只平均募集
额来看，市场所担忧的资金分流压力，很大程度

上可能源于再融资整体规模偏大，以及后续解
禁减持的担忧。”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总裁单祥双说。

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看来，目前上市公司再融资形式单一，大多偏
好增发。“巨量增发似乎变成万能的巨额集资模
式，最终却由股民买单。”董登新说，这种乱象必
须整治。

“弃船式”套现挑战底线

除了“天量”再融资，大量的减持成为 A 股
身上的另一个“出血点”。

2015 年上半年，牛市行情引发频频减持，
大股东套现规模高达 5000 亿元。经历异常波动
之后，监管层在 2016 年初对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做出明确规定。但就在这个市
场亟须休养生息的年份，减持规模仍达约 3600
亿元。

基于对市场走势的判断，或者满足自身资
金需求的合理减持，本无可厚非。但一年间，借
道大宗交易规避相关监管的“过桥”减持频频发
生，无视监管层三令五申的违规减持也绝非个
案。形形色色的野蛮减持挑战着市场的承受能
力，以及包括监管机构在内各方的底线。

尤其是约 20 家公司股东先后公布“清仓式”
减持计划，不仅市场观感差，且负面影响大。

“本应与上市公司同舟共济的大股东，却纷
纷选择减持甚至抛空手中的股份。这种‘弃船式’
套现行为无疑消耗着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乃至整
个市场的信心。”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
究总监仇彦英说。

步入 2017 年之后，A 股市场或仍将面临
减持困扰。根据西南证券的统计，2017 年沪深
两市共有 1030 家公司的 2028 亿股限售股解
禁，估算解禁市值高达约 2 . 88 万亿元。若按照
2016 年 12% 左右的公告减持比例推算，全年
公告减持市值约达 3400 亿元。

令人担忧的是，相当规模的减持套现资金
并未用于创业或再投资，而是选择消费、理财，
或转移海外。一些业界人士认为，这不仅使资本
市场“出血”不止，也令实体经济面临不断“失
血”风险。

堵住“出血点”成当务之急

A 股承担着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资源
配置的重任。业内人士呼吁，面对“天量”再融资
和野蛮减持带来的叠加冲击，监管层应尽快完
善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则，对再融资和减持

行为进行合理引导和规范。
一方面，以兼顾企业融资需求、市场承受力

为前提，通过提高标准等方式适度放缓再融资
节奏，以缓解后续再融资解禁后的减持压力。同
时，及时披露未来一段时期再融资规模，加强对
市场的预期引导。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大股东减
持股份相关政策，提高信息披露要求，完善 IPO
上市时减持政策和减持承诺。对大股东疯狂减
持，特别是“清仓式”减持进行约束，对违规减持
予以严惩。

值得注意的是，因发行主体要求低、透明度
不足，作为再融资首选方式的定向增发暴露出
过度融资，及机构间利益勾兑等诸多问题，已引
起监管部门关注，新的规范政策也在酝酿之中。

加强监管一直是健康稳定发展资本市场的
要求。2017 年以来，金新农、汉王科技、金杯汽
车等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因违规减持而遭遇监管
处罚，也显示出对大股东减持行为规范趋严的
态势。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有赖于资本市场健康的肌体。对于年轻的 A 股
而言，完善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重建新陈代谢
机能之外，堵住疯狂再融资和野蛮减持两大“出
血点”，已成当务之急。

新华社上海 1 月 18 日电(记者郑钧天)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 年 12 月份 70 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在楼市
严厉调控和去杠杆作用下，京沪深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止涨，二三线城市房价涨
幅也现回落。业内人士认为，2017 年楼市交易
量价下调将是大概率事件。

京沪深由“领涨”变“领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上月相比，2016
年 1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20 个，上涨的城市有 46
个。分别比上月增减 9 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上月的
上涨 0 . 1% 转为持平。北京、上海和深圳新房价
格环比已连续两个月停止上涨。其中，深圳已经
连续 3 个月出现下跌，由 2015 年以来的房价
“领头羊”变成跌幅第一的城市；上海连续两个
月下跌，北京则现 2016 年内首跌。

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也进一步回落：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 0 . 2%，比上
月回落 0 . 2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上涨 0 . 4%，比上月回落 0 . 4 个百分点。
三亚和重庆分别以 1 . 2% 和 1 . 1% 的涨幅领
涨全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
称，在中央及地方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实施楼市
调控政策以来，全国 15 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
房价快速趋稳回落。其中，2016 年 12 个城市
12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两个城市
环比持平；广州虽环比上涨 0 . 7%，但已连续 3
个月涨幅回落。

同比方面，虽然房价上涨城市个数仍为
65 个、与上个月持平，但涨幅有所回落。其
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连续 3 个月出现回落，虽然合肥、厦
门和南京仍以超过 40% 的同比涨幅领涨全
国，但二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的同比涨幅在
2016 年 11 月已开始连续回落，2016 年 12
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也出现回落。

整体房价涨幅开始“触顶”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了 2016 年的
“一路狂飙”之后，房价已开始回归理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连续 15 个月同比
下跌后，2015 年 12 月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首次
出现同比正增长。2016 年年初以来，“恐慌式抢
房”更在多个城市蔓延，全国楼市成交量价齐
升。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
上涨的城市占比由 2015 年 12 月份的三成上升
至超过九成。

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2016 年 1-11
月份，在热点城市的带动下，全国房价一路上
扬，且增幅不断扩大。截至 2016 年 11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房价累计上涨 10 . 8%，达到峰值。
2016 年 12 月份，整体房价涨幅开始“触顶”，与
上月基本持平。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 2016
年楼市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投资客不仅仅
局限于在本城市投资，而是紧抓各城市间楼
市复苏进程不一的套利机会，让投机资金在不
同城市间轮动，逐次推动全国楼市升温，各城
市房价也形成轮动上涨的局面。当年四季度开
始，调控政策升级加码，房价过快上涨态势遭
遏制。

今年楼市交易量价或下调

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认为，中央
出台楼市调控政策的目标已“初战告捷”，
2017 年楼市交易量价下调将是大概率事件。

第一太平戴维斯也发布研报认为，近期
房地产调控和各项监管举措的出台，明确表
明了政府规范市场、加强开发商及中介监管
的决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成交
量。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全国房
地产市场分化依然明显，许多三四线城市还在
着力去库存。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去
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
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把
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
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
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
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控一线、稳二线、激活三
四线”将是 2017 年楼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

京沪深“领跌”，楼市量价或下调
“沈桥畈，邱家山，光棍

出来一大班！”提到原来哪句
顺口溜印象深，沈桥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储昭云
脱口而出，“这就是说我们这
里太穷了，很多小伙子找不
到媳妇。”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这
个大别山深处的小村子成功
脱贫出列。“好山好水好沈
桥，楼房建在半山腰。道路修
到各家户，媳妇不用出门
找。”新的顺口溜形象地展示
了沈桥的变化。

年近 40 岁的储昭辉最
有发言权。“以前穷，我三十
大几了也没找到对象。后来
村里支持种了 3 亩茶叶，还
养了黑猪，现在日子好多
了。”储昭辉 2015 年年初结
了婚，现在女儿已经 1 岁多。

在村里，集镇道路宽敞
整洁，群众居住集中的地方装有路灯，“脱贫
之后，发展不能止步。马上过年了，到时候你
看看，村里这路都能堵车。”储昭云笑着说，现
在“开个轿车不算富，哪村都有好多部”。

沈桥所在的安徽省岳西县，是安徽省唯
一一个纯山区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姚
河乡西南的沈桥距离县城近 70 公里，山路难
行，开车常常需要两三个小时。全村 1800 多
人，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有 415人。

“贫困村出列有严格的标准，全村贫困发
生率要降至 2% 以下，要有 1 项以上特色产
业，村集体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这只是
一部分要求，全部达到才能出列。”沈桥村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王钰豪说。

沈桥做强茭白和茶叶两大支柱产业，带动
了不少贫困户。土岭组贫困户吴家亮，2016 年
通过小额信贷贷款 3万元，发展资金的问题迎
刃而解。“高山茭白的效益比较好，只要起步，
脱贫也就相对容易。”王钰豪说。

在沈桥随处可见二层小楼。储昭云说，现
在村里的楼房率已经达到 97%，“原来是‘泥
巴墙，茅草房，支口锅，铺张床’，现在是‘不见
砖，不见梁，真皮沙发弹簧床，解手不出房’”。

沈桥的变化是安徽 2016 年脱贫攻坚的
一个缩影。据了解，2016 年安徽 103 万贫困
人口脱贫，1077 个贫困村出列，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记者陈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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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进渔村述职

▲ 1 月 18 日，唐山市北港边防派出所警官倪
鑫（前右）和战友在座谈活动后向群众送上春节的
祝福。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公安边防支队组织官兵
深入到渔村，开展“警民面对面，我述职您评价”座
谈活动，让群众深入了解公安边防工作。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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