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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7 月 13 日电(记者李江、刘
伟、覃星星)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记者近日在中越边境广西崇左所辖
的凭祥、龙州、大新、宁明四个县市采访了解
到，双边劳务合作及文化交流密切，边民来往
频繁。民心相通正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民
意基础。

跨境劳务合作释放活力促“双赢”

“我家在越南北江省，来凭祥务工已经 2
年了，收入比在老家强多了。”越南劳务工人
阿花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

记者在凭祥采访时，遇到来自云南昆明
的水果商刘开万。刘开万告诉记者，越南劳务
工人勤劳肯干，他按每吨 40 元的价格给阿花
她们支付装卸费。

在凭祥边境贸易货物监管中心互市区，
来自中越两国的各类大卡车在此接驳。近年，
像阿花这样从事跨境劳务合作的越南工人越
来越多。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广西边境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用工需求迅速增长。今年
2 月，崇左市分别与越南谅山、高平两省签署

跨境劳务合作协议。广西另外两个边境市也
与越南边境地区签署跨境劳务合作协议。双
边跨境劳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中越两国搭建
起劳务合作“桥梁”。

据广西商务厅统计，越南劳务工人在我
国边境地区多从事红木销售及加工、货物装
卸、甘蔗砍收等业务。随着凭祥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中越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平台的建设，每年仅进入凭祥市务工的越南
边民务工人员就超过 7000 人。

广西社科院研究员罗国安说，不断规范
的跨境劳务合作给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带来多
赢，不仅有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边境经贸需
求，增强边境地区对外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吸引力，还能大幅提高越南边民的务工收入。

跨国婚姻增进民间沟通

随着两国边民来往密切，跨国婚姻已不
再是新鲜事。越来越多跨国婚姻为语言互通
和民心民意沟通打下基础。

“我嫁到中国已经 27 年了，完全适应中
国生活习惯。”在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越南
媳妇黄阿英正带着孙子玩。她告诉记者，中国

这边的生活条件好些。仅卡凤村就有 20 多个
“越南媳妇”，多数人学会说普通话了。

记者今年春节期间在友谊关口岸见到
34 岁的陵氏信时，她正整理行李物品准备出
境回越南娘家团聚。“我嫁到福建厦门已经 5
年了，今年带丈夫和两个孩子回越南探望亲
人。”

对嫁到中国的越南媳妇而言，中国和越
南都已成为自己的家乡。“我们特别渴望中越
一直和平相处，这样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才
有保障。”黄阿英说。

人文交流密切推动“民心相通”升级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风俗相近，教育、
文化、旅游等交流成为双边合作的基础。

龙州是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进行革命活
动的重要基地。龙州对越南革命者在龙州革
命旧址进行复原、修缮，并于 2006 年将其辟
为胡志明展馆。

“这些图片生动展示了越南胡志明主席
多次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的情景，体现了中
越两国的传统友谊。”在广西龙州县的胡志明
展馆，工作人员何玉云说，2016 年展馆接待

游客超过 5000 人次。
地处中越边境的德天跨国瀑布气势磅

礴，与紧邻的越南板约瀑布相连，形成亚洲最
大跨国瀑布群。随着德天跨国瀑布名气越来
越大，游客一年比一年多，许多越南边民向游
客推销越南特色商品。记者在界河边看到，岸
上越方正在修建观音庙，并完善基础设施，希
望吸引更多游客。

中越德天-板约国际旅游合作区被重点
推进。“旅游合作方便了双方更好增进了解，
加深感情，从而夯实中越合作的民意基础。”
大新县旅游发展局副局长黄文香说。

近年来，在宁明县爱店镇，每年的“二月
二”庙会活动、歌坡节等传统民俗节日吸引中
越游客逾万人次。当下，当地与越南启动公母
山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前期工作，打造边关
风情旅游带。

“我已经去越南旅游三次了，风景很美，
有机会我还想再去走走。”在凭祥工作的胡芳
说，在越南北部可见许多中国制造的商品，不
少商贩使用人民币交易。如今，慕名而去的中
国游客逐年增多。据统计，今年从凭祥出境赴
越参加同登庙会的游客人数同比增长了
87 . 9%。

跨境劳务合作促双赢，人文交流助心相通
广西崇左促中越边境地区两国人民交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

近日，江西省宜丰县个体工商户刘女士没有办理任何
抵押手续，就从该县农商银行获得了 40 万元的信用贷款，
极大地解决了开新店面临的资金难题。这得益于她因诚信
经营而被评定为“二星级文明诚信商户”。

为破解个体工商户创业贷款难的问题，近年来，该县将
经营户的诚信建设与信用贷款挂勾，积极开展“星级文明诚
信商户创评”及“诚商信贷通”活动，由辖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部门、农商银行、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行业商会代表、个
体工商户代表组成公平公议小组，对申请人进行审议、评
定，按照分数从低到高评定为不符合条件、一星、二星、三
星、四星 5 个等级。对评为星级文明诚信经营的个体工商
户，按照不同星级分别给予 20 万至 100 万元不等的信用贷
款额度，并在利率、贴息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让个体工
商户的个人信用成为创业的资本。 (罗霄、成知献)

江西宜丰：个人信用

成为商户“创业资本”

▲ 7 月 12 日，华铜边防派出所民警在海滩旅游点对
快艇驾驶员进行安全检查。

当日，大连边防支队华铜边防派出所对辖区内的 200
余家度假村进行安全排查，消除旅游安全隐患，为即将到
来的旅游旺季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消除旅游安全隐患

新华社成都 7 月 12 日电(记者吴光于)11 日，四川省
广元市旺苍县法院对一起饮用水源投放危险物质的恶性案
件公开审理，两名被告人获刑。

2016 年 12 月 30 日，旺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
员发现，东河水晶坝河段漂浮着大量死鱼，在该河段多处提
取的水样均检测出含有农药甲氰菊酯。旺苍县委、县政府在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全城停止供水，等待进一步检测。
由于发现及时，措施得当，此次毒鱼事件未造成严重后果。

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2016 年 12 月 29 日，旺苍嘉川
镇居民昝加强邀约好友罗加在东河水晶坝河段，采取用药
下毒的方式捕鱼，将 200 瓶农药甲氰菊酯投入河道。

2017 年 3 月，旺苍县公安局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将
犯罪嫌疑人昝加强、罗加移送检察机关。旺苍县检察院认
定，案件除触犯刑法外，还存在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

最终，县农业局、自来水公司与被告就民事部分达成和
解，被告支付修复生态所需费用 5000 元以及自来水公司损
失 35000 元。7 月 10 日，被告人在高洋镇内一水域投放鱼
苗 10000 余尾。

2017 年 7 月 11 日，昝加强、罗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
一案在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最终，旺苍县法院当庭判决被
告人昝加强、罗加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有期徒刑三年。

毒鱼导致水源污染

四川两被告被判刑

▲ 7 月 13 日，上海奉贤公安分局特警支队队员利用登高车对“歹徒”藏身的二楼房间进行“强
攻”。

当日，上海奉贤公安分局特警支队开始为期一个月的高强度练兵活动，并将部分训练课目从室
内移到室外，旨在高温中磨炼队员意志，锤炼实战技能。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高温练精兵

新华社海口 7 月 13 日电(记者刘邓、李
强)记者从海南省司法厅获悉，海南省在临
高县各乡镇、村试点推进律师巡回坐班活
动，目前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段，坐班
律师通过面对面与村民沟通协调，开展法律
咨询、普法宣传和人民调解工作，引导支持
百姓理性表达诉求，有效避免矛盾积累激化
造成的非正常上访，扭转部分群众“信访不
信法”的观念，为提升我国基层法治能力做
出有益探索。

“所谓律师巡回坐班制度，即一个村
(居)委会一个月安排一名律师坐班一天。”

临高县司法局局长符龙勤介绍说，该项试点
的做法是将全县村(居)委会分成四个批次，
每批 45 个点，共 180 个点，统一制作律师
季度巡回坐班时间安排表并下发，每位律师
每个季度到一批坐班点巡回坐班。坐班点的
村(居)委会必须在律师到点坐班的前三天，
通过广播、张贴公告等方式将律师坐班消息
告知村民。

“以前遇到纠纷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
可以向律师询问正确的解决方法。”临高县
皇桐镇古风村村民王明道说。坐班律师李利
姣告诉记者，在巡回坐班过程中发现各种矛

盾纠纷存量不少，部分矛盾积压多年，村
民不知怎样维权，部分村民在求助受挫后
思想偏激，可能会采取极端方式表达诉
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村民知法、懂
法、守法，将矛盾纠纷处理引入法制轨
道。”李利姣说。

海南省司法厅法宣处处长刘京表示，
律师巡回坐班工作让法律援助有效前置。
巡回坐班中发现农民土地纠纷、拆迁等方
面问题较多，如果没有合理的途径去纾解，
就可能引发一些群体性上访事件。律师巡
回坐班，能将一些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法律援助前置，海南探索律师巡回坐班制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李放)北
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13 日发布 2017 年
六项社会保障待遇标准
集中调整方案，包括企
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失
业保险金、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
金、工伤保险定期待遇
与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保障
待遇水平。

据了解，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北京为全
市 2016 年底前退休、退
职、退养的企业人员(以
下简称“退休人员”)调
整基本养老金。调整后，
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平均水平将提
高到每月 3770 元。此次
调整从 1 月开始补发，7
月 15 日即可发放到广
大企业退休人员手中。

同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北京市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和老年
保障福利养老金每人每
月增加 50 元，基础养老
金由每人每月 510 元提
高到每人每月 560 元；
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由
每人每月 425 元提高到
475 元。此次调整从今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在 7月底之前发放到位。
为提高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保障其基本

生活，北京市今年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在现行
基础上每档上调 80 元，自 2017 年 9 月 1 日
起执行。

此外，北京市还对工伤保险定期待遇进
行了调整。根据伤残等级，一级伤残每人每月
增加 335 元，二级伤残每人每月增加 315 元，
三级伤残每人每月增加 295 元，四级伤残每
人每月增加 275 元。由现行平均每人每月
4099 元调整到 4387 元，平均每人每月增加
288 元。

对于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
每人每月增加 175 元。由现行平均每人每月
1994 元调整到 2169 元。工伤人员伤残津贴
和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同时调整的还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
目前的每月 1890元调整为 2000 元，增加 110
元。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
每小时 21 元提高到每小时 22 元；非全日制
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每
小时 49 .9元提高到每小时 52 .6元。本次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自 2017年 9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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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3 日电(记者闫起磊)12 日，河北
省晋州市发生一起幼儿园幼童被遗忘车内死亡事件，经查，
涉事幼儿园为未经注册审批的非法幼儿园。目前，警方已将
幼儿园园长控制。

记者从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7 月 12 日，晋州市桃园
镇周头村天宝幼儿园上午 9时自邻村赵兰庄接幼儿上学，
到达幼儿园后，将其中一名两岁半幼儿(女)遗忘在车上，直
至下午 16时许打开车门才发现该名幼儿，随后幼儿被立即
送往医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晋州市教育局称，事件发生后，他们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和桃园镇政府对此事进行调查。经
查，天宝幼儿园为未经注册审批的非法幼儿园，此前桃园镇
教委结合桃园镇政府和派出所已多次对该幼儿园下发停办
通知书。

目前，公安部门已将该幼儿园园长控制，具体案情正在
调查中。

幼儿被遗忘车内死亡

冀一幼儿园园长被控制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白阳)记者 13 日从公
安部获悉，辽宁、北京、广东、湖南等地公安机关近日在对一
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集中收网行动中，摧毁 3 个
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并利用公民个人
信息复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1 名，
查获涉及交通、物流、医疗、社交、银行等被窃公民个人信息
20 多亿条。

据悉，今年 3 月，辽宁省丹东市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电
信诈骗案件过程中，发现以韩某、刘某某、毛某为首的犯罪
团伙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信用卡诈骗等犯罪，涉案公
民个人信息数量巨大。案情上报公安部后，北京、湖南、广东
等涉案地公安机关与丹东公安机关组成专案组深挖彻查。
经过近两个月的侦查，公安机关摸清了这 3 个团伙的组织
结构和涉案人员情况。在此基础上，公安部于近日组织辽
宁、北京、广东、湖南等地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抓捕行动，一举
抓获全部团伙成员。

警方初步查明，2015 年以来，韩某、刘某某、毛某等人
先后分别组织形成犯罪团伙，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网络账
号、密码、身份证、电话号码、物流地址等公民个人信息，并
在互联网上出售牟利。其中，刘某某团伙还利用从互联网窃
取的各类注册信息非法复制他人银行卡，实施信用卡诈骗
犯罪。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公安机关破获一特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新华社西安 7 月 13 日电(记者陈晨、李
浩)“谢谢！谢谢！十分感谢……”24 岁的敬卓
双手合十，一遍遍地鞠躬。这是他一天当中重
复最多的动作。

七月的骄阳炙烤着古城西安，气温已连
续多日逼近 40 摄氏度。从 11 日清晨 9时到
傍晚 19时，尽管热浪袭人，但位于西安市西
华门的献血车旁，仍不断有热心的市民前来
互助献血，并向着敬卓，送上鼓励的目光。

短短 10 个小时之内，63 人献出了 2 万
毫升鲜血。几天前还揪着的一颗心逐渐放下，
敬卓仿佛是“梦了一场”。

“母亲有救了！还是好人多啊！”望着一双
双伸出的援手，敬卓喃喃自语。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7 月 4 日。家人的一
个电话，让远在贵阳工作的敬卓心情瞬间坠
入谷底。母亲突发急症昏迷不醒，敬卓连夜赶

回西安来到医院。趴倒在病床前，他紧紧握住
母亲的双手。没想到，刚刚苏醒过来的母亲意
识模糊，竟然认不出自己。那一刻，敬卓的心
像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泪水决堤而下。

更令他吃惊的是，母亲的病极为罕
见———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种病只
有百万分之一的发病率，不及时治疗死亡率
高达 90%，患者需要进行血浆置换。可 5 天
的治疗过后，医院血库告急，医生提醒他，可
以用互助献血的方式解燃眉之急。

“互助献血？”敬卓懵了。母亲目前还需要
2 万毫升左右的血量，但素不相识的人，会为
母亲献血吗？情急之下，他在朋友圈和微博中
发帖为母亲求助。没想到的是，除了亲朋转发
外，陕西省血液中心的官微和一些热心网友
也纷纷出手转发呼吁。

于是，一幕幕令敬卓意外而感动的场景，

在 11 日出现：
“我早饭都没吃呢，献完血还得赶火车回

山东老家。”从献血车走出来，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学生尚文龙啃着医务人员递上的饼干，
匆匆说道。刚刚放暑假的他早已买好回家的
火车票，但临行前夜，他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
同学转发的一条求助消息。了解到真实情况
后，他决定起个大早，在回家前帮助这位素昧
平生的年轻人。

“儿子上班请不了假，我来帮儿子献爱
心。”西安市民武玉琴说，自己要给儿子做榜
样，也替儿子传递一份爱心。“我最多能献多
少啊？”献出 400 毫升血还觉得不够，武玉琴
追问着医护人员，还想要再多献些。

“哎呀，肯定是我跑过来急了点的原因，
没事的医生，您就让我献了吧，出事我自己负
责！”因为高血压被医护人员告知不能献血

后，何秋雁热得通红的脸上汗涔涔。她顾不得
擦汗，焦急地皱着眉头，比任何时候都恨自己
有高血压。

时间一点点流逝，敬卓忐忑的心也逐渐
放下。

“感觉就像坐过山车！”在献血房车旁守
候了一天的敬卓只吃了一个面包，10 个小时
之内，他一刻也不敢离开，生怕不能当面向每
一位好心人表达感谢。

“这也算是我的成人礼吧！”参加完高考
的李思男刚过了自己 18 岁生日，看到高中班
主任转发的互助献血信息后，他便和同学相
约一同赶来献血。而李思男的班主任，正是敬
卓当年的高中老师。恩师这种爱的教育和传
递，令敬卓感动不已。他紧紧拉着学弟的手，
炎炎烈日之下，两个年轻人就这样憨笑着，纯
洁而阳光。

感动！那么多陌生人冒酷暑为他献血救母
事发西安，敬卓母亲患罕见病，网上发起“互助献血”，引来 63 人 10 小时内献血 2 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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