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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孙清清、
牛少杰)“80 后”景毅是河南一家
小纺织厂的“老板”，今年他不再
追着外贸商讨订单、求着要货款，
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开起了网店，
一条条毛巾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行
销海外。

“客户不是上帝，在中小微外
贸企业那里外贸商才是上帝”，以
前这是不少像景毅的纺织厂一样
的中小微企业的真实写照。长期
以来，中小微企业的产品难以直
接进入国际市场，过长的出口链
条造成外贸加工企业的利润被不
断摊薄。

五年前，景毅从父亲手中接
过家族生意的“接力棒”，从“接
棒”那刻起，他便感到做外贸“真
难”。景毅的纺织厂位于河南省商
水县，主要生产、出口棉毛巾、朝
拜巾，长期以来当地“纺织服装等
中小微企业一大片，能行销海外
的却不多”。

“以前最重要的事是给外贸
商打电话，我们接触不到客户，订
单和货款都要经外贸商的手。订
单是从外贸商手里讨来的，讨不
来订单，时间长了就要关门歇业。
为了防止员工流失，有时赔钱也
得生产。”景毅说。

最让景毅头疼的不是赔钱生
产，而是大笔账款卡在外贸商手
中，有时想赔钱生产却连开动生
产线的钱都不够。

“今年我扬眉吐气了。”景毅
对记者说。原来今年 3 月份，景毅
在一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开设了网店，短短半年，网店的营业
额就突破了百万美元。现在毛巾、朝拜巾的出口，从撮合交
易，到通关、结汇、退税等都通过电商平台完成，景毅当起了
“甩手掌柜”。

“一顶帽子大家戴”，越来越多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开始
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贸易形态从集装箱变成小包裹，贸易链
条也从大批量、低频次变成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

今年 7 月，在郑州举办的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
APEC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健说：“跨境电
商使全球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所谓的贸易碎片
化，中小微企业参与到了全球贸易当中，我们把它总结为全
球贸易出现了普惠贸易的趋势。”

景毅的纺织厂外贸方式的变化是当前普惠贸易的一个
缩影，也得益于河南正大力推进的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

2016年 1月，国务院批准在河南设立中国(郑州)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赋予河南先行先试的使命。目前，河南已
成为中部省份重要的跨境电商物流分拨中心，也是内陆功能
性口岸最多的省份。菜鸟智能骨干网、阿里巴巴中西部跨境
电商服务中心、国美全球仓等一大批跨境电商项目在河南落
地建设，UPS、联邦快递等知名物流企业在河南加速布局。

2016 年，河南省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 768 . 6 亿元，比
上年翻了一番多，助推河南外贸首次进入全国十强。目前，
全省跨境电商备案企业 4000 多家，在各类跨境电商平台开
设店铺超过 50 万个，直接带动近 500 万人就业。
现在，跨境电商让景毅这样的中小微企业主重新燃起了

信心。今年景毅淘汰了纺织厂的老旧设备，上马了一批新机
器。“我的客户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别看我的工厂规
模小，工艺一点不马虎，对未来我充满信心。”景毅笑着说。

据新华社杭州 8 月 29 日电(记者裘立
华)浙江拥有“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的
生态资源，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
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
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
金山银山。

多年来，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把“美丽浙
江”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护美绿水青
山、做大金山银山，果断“腾笼换鸟”，勇于“凤
凰涅槃”，过去的生产资源小省，正在转变为
绿色资源大省。

“守绿”十余载 “金山”色更亮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2005 年 8 月，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这里首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不以环境为代价
去推动经济增长。

余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说，“两山理论”彻底
改变了我们的村庄，也让我们成为“生态农民”。

潘春林是村里第一个贷款开办农家乐
的。“开始压力很大，但事后发现是多余的。12
年来我的客户没断过，旺季时根本没有房间。”

现在的余村，一年接待的游客量超过 30
多万人次，村级生态旅游收入超过 1500 万
元，许多农民盖起了漂亮的别墅。

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变的，不
止余村。翻开浙江省经济结构图，基于“绿水
青山”的旅游产业，2016 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12 . 8%。

“腾笼”需勇气 “涅槃”展精神

来到浦江县虞宅乡马岭脚村，峰峦叠嶂，
绿树葱葱，重新改造的 170 间黄泥房错落有
致，精致的装修，让人羡慕不已，被称为浙江
最美民宿之一。

把时间指针拨回 4 年前。2013 年，当时
被称作“水晶之乡”的浦江，有 2 万多家水晶
企业，拥有全国 80% 的水晶产量，打磨玻璃
的抛光粉随着污水四处流淌，周边河水颜色
像牛奶一样。

2014 年初，浙江省发出治污水、防洪水、
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总动员
令，一场现代治水图在全省铺开。与此同时，
一套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河长制”也在省内
全面推行。

通过“河长制”牵引，浙江“五水共治”
势如破竹，撬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出
了转型升级新蓝海。仅在浦江，570 多万平
方米违法加工点被拆除，水晶企业从
22000 家锐减到 1376 家。治水倒逼浦江摆
脱水晶产业依赖，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产业
迅速兴起，浦江经济发展不降反升，旧貌换
新颜。

数据显示，在省、市、县、乡、村五级 6 万
多名“河长”的努力下，浙江省已关停小企业
3 万多家，整治养殖场 5 万多户，消灭垃圾河

6500 公里，消除黑臭河超 5100 公里，城乡环
境明显改善。

让获得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10 多年来，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浙江数以万计的村
庄美化了环境，城乡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的关注比任何时
候都高。生态红利，正反过来促进生态建设和
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避暑胜地莫干山，最贵的住宿房间，不
是山上的那些大宾馆，而是山脚下的民宿。

民宿“西坡 29 号”，泥巴糊的墙，竹木做
的桌椅，环保、怀旧，散发着淡淡的乡愁。最贵
的一间房由猪圈改造而成，一晚售价 1580 元
仍一房难求。像“西坡 29 号”这样的农家乐，
在莫干山近 70 家，家家生意红火。

从 2007 年以来，浙江生态环境质量一直
位居全国省区市前列，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
60%，居全国第二。

护美绿水青山 做大金山银山
浙江打造“美丽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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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 8 月 29 日电(记者魏董华、岳德亮)对于
刚过而立之年的马万飚而言，儿时最熟悉的味道莫过于掺
杂着胶水、羊毛、木料——— 一种专属于制作毛笔的气味。

从杭州西湖驱车向东北 60 多公里，就到了湖州市南浔
区善琏镇，这里是中国著名的“文房四宝”之一——— 笔的故
乡。在这里，大部分孩子都和马万飚一样，在充满这种气味
的环境里长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笔辉煌一时。善琏镇年产湖笔
可达 800 万支，在中国毛笔市场占有率约为 20%。

当时，能在湖笔厂上班是一份荣耀。53 岁的吴正义所
在的善琏湖笔厂就有 500 多名工人同时做笔，单是刻字车
间就有十多人。

“下订单都是 10 万支起步。用材较好的湖笔每支可以
卖到 4 美元，每年出口就有 120 万元人民币的净收益。”善
琏湖笔厂厂长马志良回忆说，订单多得厂里生产都来不及，
下了订单都不一定能准时拿到货。

作为善琏湖笔厂历史上第十任厂长，马志良说起毛笔
如数家珍：制笔有笔料、蒲墩、水盆、结头、装套、牛角镶嵌、
择笔、刻字等 8 道大工序，还有 120 道小工序……

“这是个苦活儿，薪水也不高。”马志良很忧虑。
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湖笔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厂里就剩我一个专业刻字的，而且也大多是表演性质

的了。”吴正义说，现在激光刻字取代了纯手工刻字，“我从
18 岁就开始学习刻字，如今这项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境地”。

面对“后继无人”的问题，马志良想尽办法动员在湖州
市里上班的儿子马万飚回来“接班”。

如今，这个愿望已经实现。还处于熟悉制笔工艺阶段的马
万飚告诉记者，看到自己的父亲这么多年为毛笔劳心劳力，缺
少人手，“想想还是回来吧，传统的东西需要有人去传承”。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风风雨雨的湖笔，正
在现代商业体系中慢慢捕捉着历史新方位。

2015 年 6 月，浙江省公布了该省首批 37 个省级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善琏湖笔小镇”是其中为数不多以地名命
名的特色小镇。

记者在镇上的湖笔街走访发现，原先传统的“前店后
坊”式的笔庄从过去零散式分布到现在集纳于一条街上，成
为当地旅游的重要景点。

此外，街上还出现不少由湖笔衍生出来的胎发笔、金婚
笔等具有收藏价值的产品，这些产品作为传统湖笔产业的
一种新兴衍生品，一路走俏。

永鑫笔庄老板王蓉儿告诉记者，他们以传统湖笔制作
工艺制成胎发毛笔、胎毛章等，为初生子女留作纪念，生意
很好。

对于马志良来说，他的转变是“用两条腿走路”。“穿长
衫”的湖笔，现在也要学着“穿西装”。

既要保留最传统的制笔技艺，也要开发新的产品。马志
良口中的“新产品”就是给书法爱好者私人订制。根据客商
要求和书写习惯，可以调整笔的弹性。

“这恰恰印证了老字号需要在老品牌的基础上，打破消
费者以往形成的形象包袱，重新寻求新的市场切口。”和湖
笔打了３０多年交道的四德笔房老板慎鹤云说。

在慎鹤云看来，中国人的文脉是连贯的，只要有中国文
化在，就有毛笔在。

湖笔之乡的“抉择”

新华社记者孙志平、王烁

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纷纷停下来，礼让斑
马线；进到集贸市场，像进了超市；主要街道的
人行道慢车道都进行了改造……清爽、舒心、文
明，是焦作这座城市留给记者最直观的印象。

从百年煤城到山水园林城市，从“黑色印
象”到“绿色主题”，焦作这座北方小城，在经济
转型的同时，用“创”出来的生态文明，逐步提
升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经济发展呼唤生态文明

焦作市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北山、中
川、南滩”的地貌特征为这里孕育丰厚的人文
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土壤，“太极圣
地、山水焦作”两大名片更是享誉世界。

这里具有 100 多年煤炭开采历史，曾经
是一座“因煤而立、依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
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同全国许多资源
型城市一样，焦作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

经济转型呼唤生态文明。2016 年以来，
焦作把“北山治理”当作突破口，集中 40 天时
间，取缔非法采矿点 413 个、非法矿产品经营
加工点 1028 个，关闭到期非煤矿山企业 63

家，斩断利益链，走出“治理—反弹—再治理”
的怪圈，根治了多年顽疾。

“黑色印象”改变了，“绿色主题”成为主
旋律。焦作市用不到 5 个月时间，在南水北调
城区段绿化带，高质量建设 6 条总长 220 公
里的绿色廊道，新栽植苗木 176 . 8 万株，绿
化面积 1 . 8 万亩，整体路域环境明显改观，
景观效果初步呈现。

针对大气污染防治在河南省处于落后位
次的状况，焦作市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污染围城”集中整治，下决心扭转环
保落后局面。半年时间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 2362 个，关闭“土小”企业 546 家，清腾土
地 5552 亩，规划建设游园 48 处。截至 7 月
29 日，PM10、PM2 . 5 同比分别下降 16%、
34 . 2%，下降速度均居河南省第一。

生态文明需要“内外兼修”

在自然生态不断修复的基础上，焦作市
又在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上下起了功夫。

今年以来，焦作市把群众最关注、市民最
有怨言、最影响城市形象的广告牌匾、占道经
营、交通秩序、农贸(集贸)市场、城中村、居民
楼院、背街小巷等十一项内容作为整治重点，

强力攻坚。
“如今，再也不见了漫天的油烟、油腻的

道路，人行道也重新‘回归’。”采访中记者发
现，曾经广受诟病的东苑路夜市大排档已经
旧貌换新颜。截至目前，焦作市共取缔店外经
营 1800 余起，夜间经营秩序乱象整治率达到
95% 以上。

商业街是广告商的必争之地。在焦作市
和平街，不长的一条街上竟然设置了 17 块跨
街广告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存在安全隐
患。为了还市民一片整洁，焦作市打响广告牌
匾治理攻坚战，共拆除户外广告牌匾 7 万多
平方米。“焦作的天大了，走在城区的路上不
压抑了。”这是焦作市民的一大感受。

小细节体现文明城市内涵

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主要街道的人行道
慢车道走路骑车不再颠簸；路边单位的厕所
全部开放；各个路口都增添了别致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标牌……一个个小细节体现着
这座北方小城的文明内涵。

“中国梦，我们的梦”“爱心奉献”“关爱老
年人，幸福全家人”……在焦作市丰收路两侧
绿化带中竖立的“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益广

告设施造型别致，设计精美，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宣传和展示文明新风。“中国红加上扇面等
独特造型，给人一种中国风的感觉，大家都觉
得美观大方。”市民陈女士说。

陈阳是焦作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是
一名志愿者。每周五他都会穿上红马甲，走上
街头，疏导交通、清扫街道、帮助行人。“虽然
打扫城市卫生很辛苦，但是我们亲自动手，看
到自己的家园变得更干净更美丽了，我们很
开心。”

目前，焦作市已建成“文明使者志愿服务
站”80 个，志愿者服务组织 495 个，志愿者服
务队伍 436支。每周五的志愿服务集中活动
日，大街上、居民小区、公园里、广场上到处是
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

一组组数据铺开了焦作市生态文明建设
的美丽画卷：19 家农贸市场全部改造完毕；
取缔、规范占道经营、流动经营摊位 2 . 6 万
个；1200 个夜市摊点退路进店；190 个公厕、
85 个垃圾中转站全部改造完成；80 家沿街
单位的公厕全部对外开放使用；118 家洗车
行全部改造提标；176座老旧报刊亭全部拆
除，新的报刊亭正在安装；72 家市直机关门
前“三包三化”工作全部完成。

新华社郑州 8 月 29 日电

小细节中的城市“大”文明
河南焦作生态文明建设观察

新华社成都 8 月 29 日电(记者吴晓颖)
记者 29 日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该省下放教
师职称评审权，以推进高校及中小学、中专学
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这项举措将覆盖全省
86 万余名专任教师。

据统计，四川省各级各类学校 2 . 4 万余
所、专任教师 86 . 25 万人。其中，高等学校
124 所、专任教师 8 . 7 万人；中小学校 2 . 35
万所、专任教师 71 . 72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
526 所、专任教师 4 . 66 万人。

四川最新出台的《关于改进职称管理服
务方式推进高等学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意
见》《关于下放中小学高级教师和中等专业学

校高级讲师评审权的通知》规定，普通高校、
成人高校中在职专业技术人员申报相应专业
技术职务，由所在学校负责组织评审(以考代
评除外)和聘用。

由高校自主制定评审标准、自主建立评
审机构、自主组织开展评审、自主使用评审结
果，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
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高校自主评审结
果仅在本单位有效，专业技术人才跨单位流
动的，其职称需由流入单位按规定进行评审
或确认。

除了高校外，四川省内的普通中小
学、职业中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工

读学校及省、市(州)、县(市、区)教研机
构和校外教育机构在职在岗教师申报
评审中小学高级教师，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职在岗教师申
报评审高级讲师，由所在市(州)或省级
主管部门自行组织评审。评审结果，仅
在本地、本部门有效。教师跨地区、跨部
门流动的，其职称由流入单位按规定进
行评审或确认。

据悉，四川省将通过实行备案管理制
度、建立巡查抽查制度、健全责任追究制
度、完善考核制度等，加强对高校及中小
学、中专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监管。

四川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

（上接 1 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要
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紧围绕精
准脱贫，发挥制度优势，坚持互利共赢，创新
帮扶举措，不断提高东西部扶贫协作水平。

汪洋充分肯定东西部扶贫协作取得的进
展和成效。他强调，新时期东西部扶贫协作参
与主体多、帮扶链条长、协作范围广、目标要
求高，协作双方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协作力
度，切实提高帮扶质量，把带动了多少贫困人
口脱贫作为检验协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坚
持扶贫初心，紧紧围绕脱贫目标谋划安排扶
贫协作，进一步增强帮扶工作对贫困群众脱
贫的促进作用。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解决好“五个一批”的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
协作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向贫困乡村基层倾
斜。要立足东西部地区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宽
协作领域，增强协作深度，探索协作创新，实
现东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西部加快脱贫步
伐的“双赢”。要突出协作重点，资金、项目、人
员等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更加注重产业带
动、劳务对接和人才支持。要强化考核监督，
脱贫攻坚期内每年对协作双方工作情况进行
考核，树立求真务实导向，提高扶贫协作实效
性。要健全社会扶贫动员机制，落实社会扶贫
支持政策，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东西
部扶贫协作强大合力。

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关桂
峰)原本应该种植着蔬菜瓜果的农用大棚内，
却盖起了农家院、棋牌室，有的甚至私挖了
地下室。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北京市依
法严厉打击违法建设“大棚房”行为，对现有
的坚决予以拆除。

“大棚房”是利用大棚结构将农业生产
用地改造成居住生活用地，属于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有的农用大棚被砖墙隔成了独
立农家院，屋内被划分成一间间卧室，有的
“大棚房”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甚至被私
自挖了地下室，对耕地及基本农田造成严
重破坏。

北京市依法严厉打击违法建设“大棚房”
行为，严禁建设“大棚房”，对现有的“大棚房”
坚决予以拆除。目前，市规划国土部门已清
理出 7758 个问题大棚，涉及违法用地面积
34 . 8 万平方米，要求各区限期处理。此外，严
禁相关网站发布“大棚房”租售信息。

对“大棚房”等违法问题严重的乡镇，北
京市相关部门将及时移送监察委，加大问责
力度，涉嫌违纪违法的，按照相关程序办理。

北京打击违建“大棚房”
▲ 8 月 29 日，重庆市永川区交巡警在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

新学期来临，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对辖区校车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学生
们安全出行。 新华社发(陈仕川摄)

迎接新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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