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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叠加，太原铁路公安处辖区迎
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忻州、榆次、吕梁等中小客运站每日
输送旅客达万余人。为应对激增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打好
春运安保战最后一役，太原铁路公安处以“力保春运畅通”
为主线，从机关各科室抽调精干力量充实一线，干警纷纷放
弃休假投入到护航任务中。辖区各车站派出所坚持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严守安检查危五道防线，坚决将一切危险品
堵在站外车下。节后以来，太原铁路公安处查获危险品
4000 余件，帮助旅客找回丢失财务累计 80000 余元，为旅
客做好人好事 1500 余件，有效确保了旅客“平安出行，有序
出行，温馨出行”。 (刘原杰)

太铁警方全力护航

打好春运最后一役

▲ 2 月 16 日，在上海曲阜路街头，市民演示使用手机软件定位“共享汽车”。

近日，一种“共享汽车”亮相上海街头，市民可通过下载手机 APP 在街头定位汽车并取
车使用。据悉，“共享汽车”采取分时租赁的方式，通过里程结合时间计费，起步价为 15 元，包
含 30 分钟时长。 新华社记者裴鑫摄

“共享汽车”亮相上海街头

“与其辛苦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多地“老乡创业”改写农民工务工版图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记者陈晨、黄
浩苑、孙清清)在招聘会上徜徉，寻觅的不一
定只是工作岗位，可能还有创业的机会；在外
地打工多年后，带着积蓄和经验回到老家自
己当起“老板”……

新春伊始，来自广东、陕西、河南等地的
务工市场，传递出清晰的“双创”信号：越来越
多的农民工不再将打工视作唯一选择，而是
纷纷开启自己的事业。一幅徐徐展开的“老乡
创业”图景，正改写着农民工传统务工版图。

打工，不再是唯一选择

从韩国“打洋工”归来后，这个春天，河南
新县田铺大塆村民韩光莹没有再往招聘会上
跑，而是用攒下的 20 万元将自家老宅改造成
旅游民宿。石碾、陶罐、鹅卵石……经他一番
巧妙布置，农家小院充满浓郁田园风。

“这不，房子还没改造好，订单已经接了
好几个。”喜上眉梢的“韩老板”说，这两年信
阳的美丽乡村建设热热闹闹，他看好村里的
前景，选择返乡创业。不仅他本人，他家兄弟
仨都回村了，老大经营着一间茶馆，老三则开

起农家乐。
无独有偶，在陕西岐山县的一场招聘会

上，返乡的伊国庆不是来找工作，而是报名参
加政府的创业培训。“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
与其辛辛苦苦打工，不如自己创业当老板！”

“双创”的持续发力，让越来越多农民工
走下流水线，携梦想返乡创业。截至 2016 年，
河南省农民工创业人数达 76 . 21 万，带动就
业 339 . 53 万人。在陕西，农民工返乡创业者
已突破 45 万，创办 25 . 2 万个经济实体，一
大批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在用工大省广东，找一份工也不再是农
民工唯一的选择。主营健康产业的湖南花垣
县梓升辣木科技发展公司现在要在广州建立
全新团队。公司董事长邹道升说，令自己意外
的是，很多求职者来问的是产品信息和发展
规划。“原来是希望能加盟或合作，一起来促
成这个事业，而非单纯的求职。”

目光不只盯住土地，“老乡创

业”才能各显神通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务工主力，他们对

重复枯燥的工作兴趣不大，更青睐有发展前
景的行业。”陕西省劳务交流指导中心主任付
鲲鹏说，随着各地创业孵化、担保贷款、技能
培训等政策愈发“给力”，很多人干脆直接加
入“创业大军”。

站在陕西武功县的电商产业园区内，3
部手机响个不停，袁小玉频频轻点屏幕完成
一单单交易。3 年前，她从东莞一家工厂回到
武功，从在朋友圈销售核桃起步做微商。如
今，微店开得有声有色，去年净赚十几万元，
自己也成为当地的创业培训讲师。在武功，1
万多名电商从业者中，绝大多数都是返乡农
民工。

“老一辈创业集中于种植养殖、农副产品
加工和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新生代则聚焦
创新业态，以‘互联网+当地特色’把产品用网
络销售出去。”河南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副
处长严海英说。

精准帮扶助力农民工迈过创

业“三道坎”

梦想愈发走近，但实现起来并非坦途。多

地农民工反映，融资较难、技能不足、经验欠
缺，是创业面临的“三道坎”。

在河南省扶沟县，一些返乡从事蔬菜规
模化种植的农民工说，融资需求最为迫切。
“农业是高风险行业，银行就怕和农企打交
道。贷款难限制了我们向农产品深加工方向
转型。”该县旺达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海旺说。

而随着创业进入深水区，一些老乡自身
技能和经验的短板开始凸显。“经营中遇到的
一些实际问题无人指点。由于企业规模小、市
场风险大，初始创业成功率并不算高。”西部
一省区人社部门干部表示。

问题面前，各地也在精准发力帮他们
补齐“短板”：河南省出台政策，将对符合条
件者给予最高 1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每
年计划对 15 万名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培
训；陕西省也把小额担保贷款向农民工倾
斜，并鼓励各县区将返乡创业视同招商引
资对待。

“可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创业培训
内容，如增加电商、网络信息培训等，让农民
工有更多本领在身。”付鲲鹏说。

“创新司法理念让更多人受益”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设立两年“试验田”效应渐显

新华社沈阳 2 月 16 日电(记者范春生)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挂牌
成立两年来，推出一系列制度创新，较好发挥
了司法改革“试验田”的作用。通过改革举措，
“家门口的最高法院”让更多人受益。

2015 年 1 月 31 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
庭挂牌成立。“巡回审判如何进行，此前尚没
有形成机制，第二巡回法庭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开展了巡回接访、巡回开庭、巡回阅卷、巡
回询问和巡回宣判等各项巡回审判工作，并
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巡回点制度。”最
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
庭长胡云腾表示，两年来，结合巡回区案件数
量、涉诉信访、交通条件以及地域分布等综合
情况，商巡回区各高级法院共同确定了哈尔
滨市等 11 个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二巡回法
庭巡回点。

到目前，第二巡回法庭开展巡回审判活
动数百次，累计参与万余人次。“实践证明，巡
回点的设立，进一步发挥了巡回法庭作为‘家
门口的最高法院’的便民利民作用，巡回点已

经成为巡回法庭在东北的一张名片。”胡云腾
说。

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虞政平告诉记者，
第二巡回法庭目前实行的主审法官和合议庭
办案责任制、随机组成合议庭、随机分案、庭
领导带头办案、庭长和副庭长不签发自己未
参与审判案件的裁判文书等审判权运行机制
改革，消除了审判权运行中的行政化和人为
操控问题，使审判权的运行更加符合司法规
律。

一方面，建立“两个随机”制度。即承办案
件的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其他成员随机生成。
此项制度是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中的基
础部分，不仅能够有效避免分案环节可能存
在的人为操控，同时也能够消除以往合议庭
固定所可能带来的弊端，为各主审法官公平
轮案提供了制度化的机制保证。

另一方面，去除领导签批制，落实办案负
责制。法庭全部案件的审理均坚持以审判权
为中心，以审判团队为单位，实行主审法官和
合议庭办案负责制。两年来，庭领导从未审批

过其他合议庭办理案件的任何裁判文书，真
正做到还权合议庭。

有段时期，民事诉讼中的虚假陈述、伪
证、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现象时有发生，
甚至出现了虚构诉讼主体、编造诉讼内容的
假案，受到诟病。第二巡回法庭设立后，创新
司法理念，让虚假诉讼无处藏身。

“司法理念是司法活动的精气神。小到司
法礼仪，大到司法核心价值，都与司法理念息
息相关。”胡云腾说，第二巡回法庭从细节入
手，加强司法礼仪直至司法公信力建设。在审
理“第一槌”案件时，就确立了庭前释明制度，
明确要求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维护司法
权威，尊重司法礼仪，恪守诚信诉讼，排除一
切干扰”。此后每起案件的开庭或询问，都坚
持这项工作机制。

同时，排除干扰释明。第二巡回法庭明
确告知诉讼各方，凡是通过法院外部或内部
人员干预过问案件的，合议庭将把此行为记
录在案、存于正卷，并向其他当事人及时公
开，而且将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

任。
此间还建立了诚信诉讼释明。第二巡回

法庭倡导诚信诉讼，要求诉讼各方必须履行
诚信诉讼的义务，保证在案件审理中所提交
证据和发表意见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将视情
节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此项释明为保障诚
实信用的诉讼环境提供了现实指引，对于在
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2015 年 10 月 27 日，第二巡回法庭公开
审理了上诉人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
纠纷一案，当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构成
虚假诉讼，各罚款 50 万元。该案也成为最高
法院认定的第一起虚假诉讼案件。

通过与东北三省法院加强联动，保障当
事人诉权，有效解决当事人的诉求。胡云腾透
露，第二巡回法庭正式办公至今共接待来访
群众 4 万多人次，经过两年的努力，来访量从
第一天的 1000 多人次降至目前日均不足百
人次，整体走势平稳且呈下降趋势，提升了司
法公信力。

北京将为“共享汽车”开辟租赁点
初步确定在 40 余处高架桥下空间增设租赁点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记者丁静、李
萌)记者 16 日从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该公司将在北京市二、三环高架桥
下寻找合适的空间改造作为“共享汽车”租
赁点。

可以手机租车、异地还车、分时付费的
“共享汽车”正在北京兴起，但不少消费者体
验发现，在热门地区租车容易还车难。如何在

停车位紧张的北京市中心城区安排租赁点成
为“共享汽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目前，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已与
首汽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基本敲定在北京
市二、三环 40 余处高架桥下空间增设租赁
点，未来将视情况增加。

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往这些高架桥下空间除了停泊公交

车、停放道路养护应急设备等公益功能外，不
少处于闲置状态。开放给“共享汽车”，也“盘
活”了桥下空间资源。

据介绍，但并非所有桥下空间都适合做
租赁点，需要综合考虑桥区空间和交通情况，
避免“共享汽车”进出给环线道路带来新的交
通压力。是否能够设点也要经过交管部门的
认可。

新华社上海 2 月 15 日电(记者
李荣)上海开始在区级基层政府推
进目标管理制。14 日，在上海徐汇
区政府会议室，区长与副区长之间、
副区长与部门、街镇负责人之间进
行了目标管理签约，区里一年内的
专项工作、重点工作和常规工作都
列出“内容、责任单位、主要节点”清
单，一一对应落实，今后政府工作不
仅“看进展”，更要“看进度”。

上海徐汇区区长方世忠表示，
目标管理制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项
基础性制度，是提升政府精细管理
水平的一种新工具。此次探索的区
级政府目标管理，涵盖了区政府工
作目标、部门工作目标和街镇工作
目标 3 个层次，其中区政府专项工
作目标包括市委市政府交办的重点
任务和区委区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
2 大类；区政府重点工作目标包括
经济、民生服务、城区环境及政府改
革等 5 大类。

上海在推进基层政府目标管理
制的过程中，在推动政府管理从被
动向主动和精细转变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动过程管理从模糊向清晰的
转型。方世忠说，这就是从“要我做”

转到“我要做”、从“做什么”转到“怎
么做”，更从“看进展”转到“看进度”。
比如，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招商
工作中，不仅列明完善产业政策体
系和制定产业指导目录等具体内容
和发改委、商务委等责任单位，而且分
别列清每个季度的细化落实要点。

目标管理也是促进基层政府改
革创新的一个途径，在工作考核中
从“听故事”转到“看数据”，从主观
向客观转变。据了解，徐汇区在启用
政府目标管理信息系统后，工作进
度和问题情况将全程网上留痕，月
月有跟踪，季季有督查，年年有考
核。目标管理清单中的事项如果有
调整，一定要按管理办法的规定，说
明调整的原因，经过一定的程序批
准后才能在系统中予以修订，体现
目标管理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上
海
基
层
政
府
推
行
目
标
管
理
制


从
﹃
看
进
展

﹄转

为
﹃
看
进
度
﹄

据新华社郑州 2 月 16 日电(记者李
鹏)近日，河南省发改委、住建厅、交通厅联
合出台新规规定，停车费涨价须提前向社
会公示，而对一定时期内涨幅较大的“高价
停车费”，政府需依法介入。

按照河南省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
见》，今后，河南省将放开具备竞争条件的
停车设施服务收费，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
理的停车服务范围，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停
车设施，建立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
停车服务收费形成机制。

为规范各定价主体的市场行为，意见
规定，市、县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停车服
务收费标准必须在当地政府或本单位网
站公布，同时各类停车场所必须在显著位
置标价牌、收费标准、计价方式、投诉电话
等信息；而停车场涨价必须在一个月前向
社会公示，不得联合涨价、串通涨价，对于
一定时期内涨幅较大、群众投诉反映较多
的停车服务，当地政府需依法介入。

豫喝止“高价停车费”

涨幅过快政府需介入

杭州公布 174 项

“最多跑一次”清单

新华社杭州 2 月 16 日电(记者吴帅
帅、商意盈)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对外发
布市场监管审批服务项目“最多跑一次”清
单，部分清单项目将在 2017 年底前完成。

该清单分为工商管理和食药监管两大
部分，包括了 33 个审批服务事项 174 个小
项，其中对包括企业名称核准等 98 项审批
服务事项。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承诺将于
2017 年内完成落实。

“‘最多跑一次’清单落实后，能进一步
节约办事时间，以 2016 年名称核准量来
看，企业将少跑窗口 25 万次，如果全面推
行证照快递送达服务，以 2016 年市场监管
窗口证照发放数量来算，企业将少跑窗口
50 万次以上。”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陈祥
荣说。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冯世联表
示，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要求审批服务中“让
数据多跑路”，不过也需企业方面充分了解
业务流程，进行网上办事预约，政企配合。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6 日电(记者程子龙)黑龙江省富
锦市大榆树镇太平村农民李德薪今年不再担忧双胞胎女儿
辍学了，他说这多亏了电商“国家队”的“扶贫真经”，故事还
得从家里种的小毛葱说起。

去年秋天，丰收后的老李却愁眉不展——— 葱贩子把价
压到“地皮”了，上万斤新鲜的小毛葱每斤才 0 . 6 元，眼看要
赔个“底朝天”，刚考上大学的双胞胎女儿也决定辍学。

“整到网上试试吧，说不定能有出路！”黑龙江省邮政富
锦县分公司乡邮员高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和同事一起把
老李的小毛葱包装后，放到“龙邮农品”线上销售，每斤定价
2 . 25 元，几天之内就销售了 7460 斤。一张张捻在手里的
3 . 7 万元货款，老李还有点不敢相信，不过他知道女儿终于
可以去上学了。

尝到甜头的李德薪今年打算组织全村的贫困户成立一
个小毛葱种植合作社，而富锦市邮政分公司为他们量身打
造的“爱心助农小毛葱”电商项目也生根发芽。高坤说，拥有
渠道优势的黑龙江省邮政分公司在扶贫中发现，农户自销
的产品质优，但没品牌难成规模，于是去年 9 月启动了“邮
选”统一品牌注册申报工作，并逐步建立了自种产品的选
择、品控、包装、定价等标准，大米、蜂蜜、木耳等 20 余种农
产品被邮政电商重点打造成“邮选”品牌选配上线。

同时，建设了“龙邮农品”线上平台，设立扶贫专区，以
“微营销”为手段，组织开展“世界邮政日”“世界扶贫日”“双
11”等促销活动，针对各地大米、干菜、土豆粉等特色产品
专项推广，成为食品界的新“网红”。目前，以县域为单位开
设线上特色馆 67 处，上线扶贫助农产品 80 余种，销售订单
超 2 万笔，线上销售金额突破 100 万元。

为了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目标，黑龙江省邮政部门还
在线下同步发力。黑龙江省青冈县地处大兴安岭南麓连片
特困地区，原本少人问津的青冈大米今年却“卖疯了”。

“我家大米被邮政局的人带到山东开的一个展销会上，
现场焖饭试验后被抢购一空。”青冈县兴华镇兴华村贫困户
赵明告诉记者，9 万斤水稻比当地多卖了 1 . 2 万元。兴华镇
镇长陈立业抢过话茬说，去年全镇通过邮政系统卖出了 89
万斤大米，不仅打开了销路，每斤还多卖了 1 毛多钱。

利用覆盖全国的网络优势，黑龙江邮政系统采取与兄
弟省份“互采、互推”的方式，推广各自特色农产品，念好“扶
贫真经”。黑龙江省邮政分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汤丽丽说，去
年秋天在哈尔滨举办的邮政“精准扶贫”助农展会上，仅两
天就达成采购意向 1800 余万元，并在山东、上海等地邮政
自有平台建立了黑龙江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专区和线下实
体专卖店。

“我们还推出了基于农村小型商超的‘邮掌柜’购物管理
系统，实现了贫困村农民购物、销售、缴费、金融和创业‘五
个不出村’服务。”黑龙江省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刘福义说，全
省邮政系统建成了 2100 个自营网点，1 . 2 万个加盟站点，

行政村实现全部通邮，有效缓解了“精准扶贫”最后 100 米
难题，同时去年前三季度累计实现总收入逾 36 亿元，增幅
达 11 . 87%，在黑土地上摸索出了一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双赢的扶贫模式。

黑龙江电商“国家队”

助农念出扶贫“真经”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