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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移民：三十余载扶贫接力富民生

我国自朝鲜进口值连续 4 个月大降
外交部：中朝正常经贸往来不违反安理会决议

印度勿执迷不悟，以免陷于更大被动

新华社银川 7 月 13 日电(记者曹健、邹欣媛)一条条通
村的硬化路，一座座漂亮的小庭院，一项项谋生的新本领，
一张张脸上的“精气神”……这是宁夏持续三十余载的“扶
贫接力”带给西海固移民的获得感。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宁夏各级党委、政府一任接着
一任干，始终将移民作为“拔穷根”举措；移民群众转观
念，用实干、苦干换得幸福新生活。

迁离贫困迎希望

固原市西吉县半子沟旁，两道山弯曲着伸向远方， 300
多户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以沟命名的小山村。今年下半年，
这个村将搬迁至 400 公里外的银川市金凤区。

不少村民像渴望一场透雨一样，渴望着迁离大山。“那
里地平，路也平；房子建得好，离城近；附近就有学校，娃
娃不用起早赶路上学。”半子沟村民马国权说，他已去新家
“考察”了两次，甚至去年就心急地换了银川的手机号。

西海固囊括了西吉、同心、海原等宁夏最为贫困的 9 个
县区，占宁夏人口近三分之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区
41 . 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85 . 6% 。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宁夏历届党委、政府立足区
情，始终将移民作为“拔穷根”举措持续推进，这也成就了宁
夏扶贫的壮举：早在 1983年，宁夏在全国率先吊庄移民； 23
万西海固群众陆续在红寺堡区扎根，开发出我国最大的生态移
民区；全区累计移民近百万人。

从西海固到米粮川，贫困群众“狠心”舍弃世居之地，

离开山大沟深、干旱少雨的老家，陆续迁移到“城近、路
便、有水”的新居，移出了一条条幸福路。

从风吹沙石跑的荒滩到远近闻名的特色小镇，永宁县闽
宁镇累计移民超过 6 万人。 62 岁的谢兴昌自 20 年前移民到
这里，已换房 3 次：从地窨子到土坯房到砖瓦房，再到有小
庭院的平房。“在老家是没希望的苦，一场干旱就让辛苦白
费，在这是有希望的苦，努力会有回报。”他说。

各自忙活“新营生”

近年来，宁夏各地纷纷定方向、给政策、投资金培育移
民村的产业。如今，固原市原州区冷凉蔬菜已成规模；银川
市月牙湖乡建成奶牛养殖、红树莓种植基地；吴忠市同心县
打造枸杞产销链条……

移民的生产生活随之有了新变化。从靠打工到学种菜，
从下苦力到拼技能，从老农民到新工人，移民找到了安身立
命的方向。

32 岁的马环已是原州区头营镇利民村的种棚能手。走
进他家，院子里的新商务车后两排却没座椅，这令记者很好
奇。马环解释说，卸掉座椅可以拉更多的菜去批发市场，每
趟至少多赚 200元。

马环的老家是个叫臭水沟村的地方，条件可想而知。 6
年前移民到新家后，马环仍靠木工赚钱，干半年歇半年。两
年后他才尝试种了一季弓棚，去年发展到 4 个大棚种西红
柿，再收点村民的菜去批发，一年收入五六万元。

利民村支书马彦礼说，村里共有 400 个大棚，种大棚已

成移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一个大棚一年一般能收入六七千
元，价好时能挣到 1 万元左右。

在新村挣钱的营生多，生活有了更多可能。吴忠市利通
区扁担沟镇同利村 21 岁回族妇女虎银霞，去年在村干部劝
说下试着参加了企业定岗培训。令她没想到的是，免费培训
半个月，到工厂实习每月能拿 2000 多元，现在涨到近 4000
元。

移出奋发“精气神”

移民不只是让贫困百姓吃饱穿暖，而是让其持续发展。
同心县扶贫工作总督导马希丰说，把分散的一家一户集中到
移民村，村里有了人气，移民有了目标，氛围也随之改变。

“在山里，大家各过各的，而移民后住得近，大家比着
发展。”同心县石狮镇惠安村移民马全华说。如今 60 岁的
他除了养牛，还坚持就近打工。记者看到，他家宽敞的客厅
带着淋浴间，厨房和餐厅分区，整体橱柜、电器齐备，与城
里人的生活并无两样。

马全华的大儿子马如存 2012 年移民到了吴忠市利通区
五里坡村，开车跑运输，干劲十足。“我 3 年前首付 9 万元
买了一辆 35 万元的大货车，每月还贷 8000元-1 万元，到
今年 8月贷款还完，就等于挣下一辆车。”他说。

随着观念改变，移民也有了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追求新
目标的“精气神”。原州区利民新村 55 岁的移民马占荣给
自己定下新目标：“党的政策好，自己也要加把劲。今年，
盖个大牛棚、学点新技术，把日子过得更好。”

▲ 7 月 13 日，青岛火车站工作人员在登记旅客遗失的物品。

自暑运开始以来，各大火车站客流快速攀升，一些赶时间的旅客变成了“马大哈”，将
行李箱、手机、平板电脑、杯子等物品遗落在火车站售票处、安检处和候车室等地方。仅在
青岛火车站，工作人员每天就能捡到 20 余件遗失物品。为此，青岛火车站推出了爱心快递
服务，只要确认遗失物品信息，车站工作人员就将物品快递给失主。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摄

暑运“马大哈”

有了爱心服务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 日在回答有关中朝经贸往来的提问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对
朝鲜实施的制裁不是全面经济制裁，中方与朝方保持正常经贸
往来并不违反安理会决议。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有报道称，朝鲜钻了联
合国制裁决议的“空子”，增加向中方出口铁矿。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朝是邻国，两国之间保持着正常的经贸往来。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21 号决议规定，关于朝鲜出口铁和铁矿石
用于民生目的、不涉及为朝鲜核导计划创收的不受制裁影响。
中方致力于推动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坚定的、明确的，将继续
全面、准确、认真、严格地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

对于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朝鲜进出口总值同比
增长 10 . 5% ，耿爽说，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在当日上午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中朝之间的贸易情况，并详
细介绍了有关具体数额。

“我要重申，中方一贯全面、准确、认真、严格地执行
安理会决议。”耿爽说，“但是请各方也不要混淆一个概
念：安理会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不是全面的经济制裁。中方与
朝方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并不违反安理会决议。”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林晖)海关总署新闻发
言人黄颂平 13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 3月份
以来，我国自朝鲜月度进口值连续 4 个月大幅下降。

黄颂平说，中国一直严格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有关对朝禁运措施。为执行安理会决议，
我国自 2月 19 日起实施年度暂停自朝鲜进口煤炭措施。上
半年我国自朝鲜进口煤炭 267 . 8 万吨，同比减少 74 . 5% ，
全部为 2月 18 日前进口。

黄颂平说，今年 3月份以来，我国自朝鲜月度进口值连
续 4 个月大幅下降。按美元计价， 3 月份同比下降
36 . 5% ， 4月份下降 41 . 6% ， 5月份下降 31 . 6% ， 6月份
下降 28 . 9% 。

在对朝出口方面，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对朝
鲜出口 16 . 7 亿美元，增长 29 . 1% 。

“安理会围绕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并非全面禁运，与朝
鲜民生有关的贸易，特别是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的贸易活动不
应受到制裁的影响。”黄颂平表示，作为邻国，中朝之间保
持着正常的经贸往来，上半年中朝贸易增长主要受出口拉
动，在禁运清单范围之外的纺织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是
拉动对朝出口增长的主要商品。

■新华国际时评

印军非法越界几近一个月。尽管中国一再呼吁印方立即无
条件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印方一侧，但迄今印方对此
置若罔闻。我们劝告印度不要执迷不悟，陷于更大的被动。

2013 年和 2014 年，中印军队在拉达克附近分别发生过
对峙事件，后来通过外交斡旋妥善解决。然而，与过去双方
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发生摩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这次是
印军首次越过双方已经划定的“锡金段边界”。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锡金段边界是目前中印间唯一
一段已经划定的边界。这段边界已由 1890 年的《中英会议

藏印条约》正式划定，中印两国政府均承认条约的有效性。

正因为如此，印度必须撤回其非法越界的军队，这没有任何
商量余地。

众所周知，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
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此次印方非
法越界进入他国领土的行径，恰恰践踏了自己倡导的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

近年来，印度民间一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
不断煽动反华情绪。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一些组织甚
至叫嚣“抵制敌国的商品”。就在这次越界事件发生之际，

还有印方高官发出不理性言论，进一步加剧了不必要的紧
张。

中国有句古话，和为贵。最近，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在
新加坡发表谈话，称印度和中国不能让彼此间的分歧演变成
争端，“过去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次没有理由不能处理
边界分歧”。我们注意到这种积极的表态，但更希望看到印
方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

中方有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也珍视边境
地区的和平安宁，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印方越界人员无条
件撤回。希望印方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要执迷不悟。

(记者唐璐)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7月 1 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的“红色星期六”活动日。

南浔区两万多党员当天统一行
动：上党课、领“红书包”、做“党性体
检”、开展志愿活动。

2015 年，南浔区出台制度，将每月
10 日作为党员固定活动日。去年 4月
起，在固定活动日的基础上，推出“红色
星期六”活动日，即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固
定为党员活动日，作为探索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有效途径。

从“要我来”到“我要来”

2015 年，南浔建材市场商圈成立
党总支，经营户朱根法被推选为党总
支副书记，原本信心满满的他，却没想
到被每月固定活动日难住了，大家多
以工作忙等理由不现身。

怎么办？从创新立意开始。商圈里
经营户多没有休息时间，就利用中午、
晚上时间；觉得在会议室一本正经，就
举行登山比赛、读书会等各种活动。同
时，商圈党总支开通微信群、QQ 群，
加强互动联动。

影响力提高了，参与度增加了，凝
聚力自然也强了，每月一次的固定活
动日，“要我来”变成了“我要来”。有一
回，一位党员刚出差回来，拖着行李箱
就进了办公室。

如今，朱根法的微信群里，党组织
学习群总是最热闹的一个，支部党员
们在这里上传学习资料，交流学习心
得，一丝不苟。“通过这个群，大家有了
更广阔的答疑解惑平台。”党员吴荣兴
说，过去常常觉得理论学习枯燥乏味，
如今也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

眼下，为拥有党员身份而骄傲的
经营户越来越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向党组织靠拢，今年前 5 个月，就
有 3 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要我学”到“我要学”

南浔区古管委百间楼社区有点“老”，
位于古镇景区，居民也以老年人为主。

社区主任李剑平说，开始的时候，
听说每月要固定时间开展党组织活动，反对声音不少，原因
很简单———“我们都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学习？”

社区不讲大道理，用一次次的活动来说服大家：学习党
章党规，是重温历史；学习系列讲话，是与时俱进；招呼大家
一起参与到垃圾分类的推广宣传活动，更是让社区党员们
找到了“用武之地”。渐渐地，不用通知，到了每月第一个星
期六，党员们都自发参与活动。

南浔区石淙镇石淙村党员陆建龙家里的日历本上，每月
第一个星期六都被画了圈，“其他事情一律不安排”；该区南
浔镇久安老年福利中心有党员生病住院，为了让这名党员也
能参加活动，他所在的支部把党员固定学习搬进了病房。

“过去有些党支部搞活动，内容随机、时间随意、形式随
便，有些松垮。现在，每月固定一天开展活动，学习有主题、
活动有载体、效果有保障，让大家心更齐了、劲更足了。”南
浔区练市镇农兴村党支部书记黄国兴说。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主题活动，怎样提高党员的参与率？怎样避免形式主义
和走过场？怎样设置活动内容才能达到教育党员、锤炼党性
的目的？

这些问题，南浔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建章有发言权。
水利局是业务部门，日常事务繁杂。这两年，该局发动

全体党员献计献策，通过不断创新“红色星期六”形式，把上
党课、组织党员锤炼党性与传达上级精神、通报重大事项、
听取党员意见、开展志愿服务、推进中心工作等有机结合，
推动党员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密切联系服务群众中
树立党员先锋形象。

朱建章说起一个细节，去年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上，有
党员谈体会，“以前总觉得党建工作有些累赘，现在党建工
作落实到具体业务中，大家的心更齐了，工作更卖力了。”党
员的话，有事实佐证：多年来，水利年度投资任务年年提前
完成，水利项目惠及千家万户。 (杨骏、陆晓芬、徐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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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铸就平安之桥

记上海杨浦公安分局大桥派出所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朱翃)上海杨浦公安分局大桥派
出所有民警 103 人，党员 56 名，以党建为引领，强调“带”、
竭力“融”、突出“谋”、坚持“育”，成为一座为民服务的便利
之桥、管理协调的沟通之桥、驱邪扶正的平安之桥。

“回来得赶紧‘补课’了，不然要被师父批评了。”6 月
初，刚刚休完婚假的民警徐佳炜回来上班后，埋头把辖区内
走家串户的计划安排起来。没多久，师父姜汉中就叫上他，
一起去辖区走走，继续“传帮带”工作。

1964 年出生的老姜和 1989 年出生的小徐，年龄上如
同父子，业务上是师徒，感情上用小徐的话说，“又亲又敬还
有点怕”。在老姜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下，小徐逐渐成为
社区警务的行家里手。

大桥派出所教导员袁伟波告诉记者，大桥所的辖区
3 . 99 平方公里，呈手枪形状。“ 29 个居委会中，19 个是棚
户区和旧式里弄，人员流动大，情况复杂，管理难度不小。”
袁伟波说，“但大桥所 103 位民警迎难而上，以党建为引领，
所领导带头‘立军令状’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用党建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投入到工作中。”

正是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榜样和所有民警的共同努
力，这个以“桥”为名的派出所不仅本次获评全国优秀公安
基层单位，更是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
范单位、争创人民满意活动先进集体、阳光警务示范点。

今年 57 岁的钱正平在大桥所做社区民警三十年了。
“我这个人不怕烦，居民找我就是信任我。”谈起三十年的社
区工作，老钱充满了归属感。为了清理整治楼道堆物，减少
火灾隐患，老钱很快能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志愿者队伍，这
是支持；地区居民马老太遭遇电信诈骗，谁的话都不听，唯
独被老钱劝服，挽回了 24 万元的损失，这是信任。

蒋克宁是大桥所一名有着二十年警龄的巡逻民警，凭
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总能在“意料不到”的场所与犯罪分子

“狭路相逢”。一次他开车等红灯时，觉得对面车道停着的电
动车不太对劲，带着疑问继续观察，竟目睹了一桩毒品交
易，最终将其人赃俱获。

大桥派出所所长袁华说，“荣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但
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荣誉和肯定，我
们要牢记心间，用我们的干劲，为民众服务、保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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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芝加哥 7 月 12 日电(记
者汪平、徐静)美国司法部 12 日发
表声明说，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联
邦大陪审团当天决定起诉绑架中国
访问学者章莹颖的嫌疑人布伦特·
克里斯滕森，原定 14 日进行的预
审取消。

声明说，如果克里斯滕森最终
被判绑架罪名成立，面临的最高刑
罚将是终身监禁。

这一起诉是由检察官帕特里
克·汉森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肖
恩·考克斯共同宣布的。克里斯滕
森的出庭日期将由法院另行通知。

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克里斯滕
森在 6 月 9 日绑架和拘禁了章莹
颖，在此过程中使用一部摩托罗拉
手机和一辆黑色土星轿车作为犯罪
工具。起诉书说，基于在法庭上已
经提供的证据和文件，以及在调查
过程中尚未披露的一些证据，负责
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和警方认为
章莹颖已经遇害。联邦调查局、伊
利诺伊大学警察局以及伊利诺伊州
警察局正继续调查这一案件。美国
联邦调查局 6月 30 日逮捕克里斯

滕森，指控他涉嫌绑架章莹颖。现年 26 岁的章莹颖今年 4
月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学习。当地时间 6
月 9 日 14时左右，她在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后失踪。美国联
邦调查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绑架案。

新华社洛杉矶 7 月 12 日电(记者黄恒、郭爽)总部位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电视机制造商 Vizio11 日对乐视系
两家公司提起诉讼，指控乐视违约，要求乐视依据此前双
方约定向其赔付 1 亿美元，外加惩罚性罚款。

在向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法院和奥兰治县加州高等
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 Vizio 称，乐视在双方自 2015 年
12月起关于收购及其随后的一系列合作谈判中存在商业
欺诈和违约行为。

据 Vizio 方面的起诉书，乐视当初以 20 亿美元要约
收购 Vizio时，包括贾跃亭本人在内的乐视多名高管，刻
意隐瞒了乐视财务状况不良，根本无力完成这笔交易的事
实。而乐视及其关联公司设计这笔无法完成的交易，是希
望获取挽救其自身危机的财务、信用和资源支持，给公众
制造一个乐视财务状况良好、成长性良好和持续正常运营
的表象，并同时获取 Vizio 的客户资料。

Vizio在起诉书中还说，由于收购没有如期完成，根
据双方此前约定，应由第三方存管向 Vizio 支付已冻结的
5000 万美元保证金，并由乐视再支付 5000 万美元赔偿
金。乐视此时又提出双方组建合资公司，意图将实际赔偿
金额从 1 亿美元减至 4000 万美元，但这一后续谈判也因
乐视缺乏诚意而失败。

原告因此要求法院裁定乐视如约赔偿，由乐视支付诉
讼费用，由陪审团判定对乐视的罚金数额。

2016 年 7月 27 日，乐视控股旗下子公司乐视全球在
洛杉矶宣布以 20 亿美元收购 Vizio ，收购完成后乐视将
拥有 Vizio100% 的股权和关联公司 Inscape49% 的股权。
但是，经过一次延期后，双方最终未能在今年 4月完成交
割，收购失败。

Vizio 创建于 2002 年，为目前美国本土最大电视机制
造商。

乐视在美遭 Vizio 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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