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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白阳)家庭是社会和谐的
基石。然而因为人口拐卖犯罪，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支离破
碎，团圆梦难圆。

离家的路有千万条，回家的路却只有一条。近年来，中国
公安机关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动“全民反拐”，组织专项行动化
解打拐难点，跨国合作铸就打拐防线，逐步构建起一张严密的
社会安全网，让“天下无拐”不再遥远。

“互联网+打拐”发起全民总动员

2016 年 12 月 11 日，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居民王某琴被
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当街抢走 3 个月大的儿子。王某琴报警
后，案发地周边群众的手机很快就收到了被抢男婴信息的推
送，孩子的体貌特征和嫌疑人的监控画面也随即通过微博广
泛传播。仅 7 小时后，涉案的 6 名犯罪嫌疑人便被全部抓获，
被抢男婴得到解救。

男婴的迅速找回，得益于去年 5 月上线运行的公安部儿
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这个被誉为中国版“安珀警报”的
系统，能够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
终端推送给周边群众，协助公安机关尽快找回失踪儿童。

据悉，为了扩大接收人群的覆盖面，系统接入了手机淘
宝、腾讯 QQ、百度、今日头条等移动应用程序。儿童失踪 1 小
时内，相关信息将被推送给半径 100 公里地域的人群；失踪 2
小时内，推送半径 200 公里；失踪 3 小时内，推送半径 300 公
里；超过 3 小时的，推送半径达 500 公里。

男婴被抢案件的办案民警表示，本案的信息通过发布平
台推送以后，派出所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先后有数百名群众
提供线索，对案件破获起到极大帮助。记者了解到，公安部儿
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一年来，累计推送信息 1100 亿
条，共发布 1317 名儿童失踪信息，将近 5 亿人次接收过推送
信息，找回儿童 1274 名，找回率达 96 . 74%，体现了“全民反
拐”的巨大力量。

“这个发布平台兼具权威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形成了与广
大群众的良性互动。”公安部刑侦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广
大群众提供的儿童失踪线索，平台第一时间部署涉案地打拐
民警进行即时核查，确属失踪的，积极督促涉案地公安机关尽
快找回儿童；失踪儿童已找回的，将失踪原因及找回情况及时
反馈；属于谣言的，将通过平台及时辟谣。

难点问题攻坚筑就打拐“铜墙铁壁”

边远地区“外籍新娘”买卖屡禁不止、操纵流浪儿残疾人乞
讨犯罪团伙成城市管理“老大难”……如何啃下这些贩卖人口
犯罪中的“硬骨头”，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打拐决心和治理水平。

中国在行动———
2016 年，我国公安机关在中越联合打拐行动中破获案件

18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90 名，解救越南籍妇女 207 名、儿

童 1 名；在中缅联合打拐行动中，破获案件 43 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77 名，解救缅甸籍妇女 44 名、儿童 1 名……据悉，我国
现已和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签订政府间合作反拐协议，并
建立了 8 个边境地区打拐执法合作联络官办公室，及时开展
交流情报信息。目前，中国公安机关与越南、缅甸等国警方多
次组织开展联合打拐行动，铲除了多个境内外拐卖人口的犯
罪团伙。

此外，为有效遏制拐骗中国妇女赴境外强迫卖淫犯罪，中
国公安部继 2016 年与西班牙警方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解救出
29 名中国籍受害者后，又于今年 6 月派工作组赴奥地利开展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联合执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
解救中国籍受害者 11 名。

一方面，建立跨国警务合作机制，围堵人口买卖犯罪的源
头；另一方面，发起专项行动集中攻坚，严惩幕后操纵人员。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公安部组织指挥四川、吉
林、甘肃等 13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拐骗操纵聋哑人违
法犯罪专案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64 名，解救被拐聋哑人
98 名，摧毁犯罪团伙 75 个，破获各类违法犯罪案件 859 起。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公安机关又破获一起犯罪团伙拐骗操纵
聋哑人流窜各地从事扒窃犯罪活动案件，目前已抓获犯罪嫌
疑人 8 名，解救被拐骗操纵聋哑人 6 名。

同时，公安机关深化来历不明人员摸排比对工作，对街头
流浪、乞讨卖艺的，被强迫违法犯罪的，民政部门福利、救助机
构收助的等来历不明人员进行全面摸排。对暂时找不到监护
人的流浪乞讨未成年人，一律采集 DNA 信息后护送到救助
管理站。

法治引领扎牢打击人口拐卖犯罪制度“篱笆”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为回应群众期待，公安机关立足打拐

现实需要，不断创新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扎牢打击人口拐卖犯
罪的制度“篱笆”。

今年 2 月，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开展拐卖儿童积案攻坚，
要求各地进一步梳理案件来源，力争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
并确定了 2017 年拐卖儿童积案攻坚案件 153 起的目标，同时
将打拐志愿者协助提供的 200 起积案新线索下发各地开展重
点攻坚。

儿童失踪第一时间报警能否立案？如何区分婚姻介
绍与以婚介为名拐卖妇女犯罪的界限？针对打拐司法实
践中的法律难点，公安部与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共同
研究解决之道。2016 年 12 月，最高法出台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有效解决了拐卖案件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
问题。

“收买几乎不追责”“买方无风险”一度成为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从源头上打击拐卖
犯罪，公安部积极会同立法机关研究修改刑法。在刑法修正
案(九)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
责任。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为了严格
落实修正案的相关规定，2015 年 11 月 1 日以后，对收买被拐
妇女儿童的，公安机关一律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起诉追究其
刑事责任，有力打击了人口拐卖的买方市场。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贯
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 年)》，
健全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康复为一体的反拐长效机
制，坚持对拐卖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保持严厉打击拐
卖犯罪的高压态势，扎实开展侦查破案、抓捕人贩子、查
找解救被拐妇女儿童工作，推进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迈
向深入。

织就“天下无拐”的社会安全网
中国严打拐卖人口犯罪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李坤晟

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活动将于今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底
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

7 月 14 日上午，此次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召开。

此次交流活动是继 2016 年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纪念活
动后，江西当地又一以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思想家汤显祖
为主题举办的重大文化活动。

汤显祖是江西抚州临川人。在 2016 年召开的纪念汤显祖
逝世 40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汤显祖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座丰
碑，和莎士比亚一起被誉为同时代东西方两大文学巨匠。他创
作的《牡丹亭》等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是历史的、也是当
代的，是高雅的、也是大众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回望历
史、重温经典，感知汤显祖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当代价值，解读
其文化基因，对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
鉴，有着深刻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作用。

2016 年恰逢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三位大师逝世
400周年，江西与英国、西班牙等地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
动，成就三位文化巨匠跨越 400 年的“握手”。

今年是中英建交 45周年，江西与英国相关部门共同策划

了本次国际戏剧交流活动。
在 7 月 1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

办、公使罗廷表示，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英国后，中英两
国在政府、商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进入了黄金时期。去年，汤

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 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很好
的例证。今年的国际戏剧交流活动将有更多英国经典戏剧和
戏剧家参加。

据悉，本次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活动共有国际戏剧交流
演出活动、汤显祖国际戏剧节开幕式暨戏剧嘉年华活动、“永
恒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戏剧坊等 11 项内容。

抚州市委书记肖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2016 年汤显
祖逝世 400周年纪念活动的成功举办，让江西，乃至抚州的经
济社会发展更加得到世界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国际戏剧交流活动突
出了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省以戏为媒，沟通中外，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雄心。

9 月 24 日至 10 月底的国际戏剧交流演出将邀请英国
TNT 剧团、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芭蕾舞剧团等 11 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演出团体、院校携剧目来抚
州演出。

9 月 24 日至 26 日，按照庆祝中英建交 45周年纪念活动
的总体部署，通过江西省外侨办邀请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为
主要代表和部分驻广州、上海、武汉等“一带一路”国家总领馆
总领事到抚州考察，推介抚州文化、生态、旅游、投资环境。

“希望今年的交流活动，能进一步提升汤显祖在国际上的
知名度和抚州的影响力。”肖毅说。

以戏为媒，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活动将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

▲ 7 月 14 日，主办方嘉宾在发布会上介绍有关汤显祖
国际戏剧交流活动情况。 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

▲ 7 月 12 日，演员在表演舞剧《傩情》。由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江西
省南丰县石邮村傩班联合主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创舞剧《傩情》在位于南
昌市的江西艺术中心上演。全剧围绕中国古老的“傩”文化，以舞蹈独有的方
式生动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源远流长。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研创舞剧《傩情》上演

▲ 7 月 14 日，秦皇岛市南戴河边防派出所官兵与辖区
景区浴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在演练中对“溺水者”进行抢救。

秦皇岛市进入旅游旺季以来，河北公安边防总队组织
驻秦部队官兵与辖区各大景点、浴场和驻地医院沟通联系，
建立了一套海上联合救援机制，并多次进行溺水救生演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演练海上联合救生

（上接 1 版）

培育“新粮农”代替“9938 部队”

八年前，大约与粮食生产核心区这一国家战略落地河
南同时，在外干了 20 多年包工头的唐全合决定回鹤壁市老
家种地。“当时年轻人出去打工，种地的多是老人妇女，地种
得不好甚至有撂荒，谁来种地成了担忧。”唐全合说。

借助政策支持，唐全合从 300 个农户手中集中了
10000 多亩土地，其中流转 1400 多亩、托管 8700 多亩。与
农户种地不同，唐全合雇用种地能手对田间进行科学管理，
注重先进农技农机的应用，在农民中较早用上“星陆双基”
系统，实现种田从凭感觉到靠卫星的转变。

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必须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不
能让老人妇女组成的“9938 部队”成为种粮主体。河南多措
并举，大力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公司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这些新主体逐渐成长为全省粮食规模生产的
主力军。在安阳市的高标准粮田建设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经营的土地面积，已占高标准粮田建成区面积的 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带来了粮食生产方式的改变。在
推广市场紧俏的优质麦过程中，安阳县广源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形成了“粮食(面粉)企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科研与
技术推广+农户”的小麦规模化生产模式。合作社往上对
接企业，根据订单确定种植面积，统一加价收购；往下联
系乡镇、村负责人安排农户生产，与科研技术推广部门合
作，给农户提供良种及配套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合作社发展优质麦订单 70 多万亩，亩
均使农民增收 150 元。”该合作社理事长吴章说，以前农户
是种啥卖啥，现在是啥品种的麦好卖才种啥。

新华社郑州 7 月 14 日电

河南小麦连年丰收靠什么

新华社杭州 7 月 14 日电(吕岚、商意盈)浙江省诸暨市
日前已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市民凭一张身份证，就能办
理从出生至死亡的绝大部分涉民事项，无须提供其他证明
材料。

为了推进“最多跑一次”，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创新开
发“一证通办”信息管理系统，建成居民电子证件信息大数
据库，应用电子签章和电子档案模式，全力打通数据壁垒，
实现数据共享。

“目前，占全市八成办件量的涉民事项均可办理，平均
办理时间也比改革前缩减 50% 以上。”诸暨市公共服务中
心党工委书记徐亚萍说。

6 月初，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召集公安局、民政局、人
社局等 13 个部门开展业务对接，从“供、需”两方面逐一分
析梳理，确定各自可提供以及需提取的户籍信息、不动产信
息、社保参保信息等 31 类共享数据内容；以各部门提供的
证照、证明为模板，明确各部门需要提供的数据和电子证明
格式。同时大刀阔斧砍掉各类“烦民”证明材料 435 项。

大数据库共纳入人口户籍信息 150 万余条、个人社保
信息 120 万余条、机动车信息 30 万余条、工商市场主体信
息 14 万余条、不动产登记信息 43 万余条以及民政、公积金
等信息 11 万余条。再加工生成加盖单位电子公章的 PDF
电子证明文件，跨部门、跨行业互认共享，具有法律效力。第
一批信息共享清单中，包含 209 项涉民事项，可减少申报材
料 296 个。

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电子政务管理科科长阮伯虎介
绍，每个市民都有电子证件信息库，一方面避免了提交相关
办事材料、证明和证件的麻烦，另一方面还能核验信息真
伪。此外，根据每一个业务岗位设定了调用、核验电子证明
的类别或范围，工作人员必须使用数字证书进行 CA 认证，
且操作痕迹记录在案。

“我们还将不断扩容数据库和个人电子证件库，拓宽应
用领域，普及使用数学认证与电子印章，完善电子档案库利
用，让更多涉民事项实现‘一证通办’。”徐亚萍透露。

浙江诸暨：

一证通办一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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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冯源

这些年，一座座与大运河相关的各
类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次第出现在杭
州拱墅区。每每走进，杭州市民何子楚都
感到兴奋。

何子楚今年 69 岁，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在运河西岸的大河造船厂上班，船厂
往南不远处是建于 1631 年的拱宸桥，为
京杭大运河传统上的终点标志。“那个时
候桥边上的房子很破旧，脚下都是田埂
路。”何子楚回忆。

从 2002 年开始，杭州市政府实施了
两期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
开发，先后修复了小河直街、拱宸桥西和
大兜路三片历史街区；在拱宸桥东西两
端，5 座大型博物馆相继建成，免费开放。

“2014 年 6 月，中国大运河成功申
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馆年游客接待
量从过去的 30 多万人次，增长到去年的
75 万人次。”博物馆馆长叶艳萍说，作为
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他们这几
年一直致力于展示运河文化。

在拱宸桥西，是由中国刀剪剑、扇和
伞博物馆等组成的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群，由红雷丝织厂老厂房、土物产仓库、
杭州第一棉纺厂等旧工业遗存改建而
成。它们与历史文化街区互为依托，游客
走入其中，恍若穿行于历史与现实。

到今年年底，杭州工美博物馆群累
计接待游客将达 1400 万人次。博物馆副
馆长方胜介绍，博物馆还邀请了 30 位工
艺美术大师现场表演，让观众现场体验
传统工艺美术的魅力。

“京杭大运河在拱墅区纵贯南北长
达 12 公里，是运河杭州段运河古迹保存
最完整、文化底蕴最深厚、旅游资源最丰
富的一段，也是当时大运河跻身世界文
化遗产后，浙江省内拥有遗产点最多的
城区。”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局长陈宁说。

记者获悉，近年来，拱墅区投资 200 亿元维护、修缮了
运河沿线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建成了长达 12 公里的运河文
化景观带。除了实体博物馆之外，还积极整理非物质文化遗
产，目前拥有 2 项国家级“非遗”和 10 项省级“非遗”。

目前，全区已经发展形成以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为
龙头，各类博物馆、文创园区、历史遗址、历史街区等为映
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文化研究创作、文化旅游、特
色文化活动日益丰富的局面。一个展示运河文化风貌的“没
有围墙的博物馆”由此形成。

“运河给拱墅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工业遗
产，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中共杭州市拱墅区委书
记朱建明说，通过保护修复历史文化遗存，活态传承文化民
俗，发展运河文化产业，当地运河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 据新华社杭州 7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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