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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记者吉哲鹏、
庞明广、杨静)国庆长假期间，建在云南大理
的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厂区仍一片繁忙，一
辆辆货车、农用车走下生产线，源源不断地被
运往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百余个销售网点。

这家成立于 2004年的企业已成长为中国
民营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 500强。“借助
云南区位优势，我们的汽车主要销往南亚、东
南亚等地。”力帆骏马公司董事长马伟亮说。

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近年来，主动
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走跨越式发展之
路，越来越多的云南“骏马”正在“一带一
路”上奔腾。

提振“精气神” 挣脱“坝子意识”

在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 94% 的云
南，高山峡谷孕育了云南人民的坚韧和质
朴，却也带来了封闭落后的“坝子意识”，
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甚至甘于落后、“贫
而不苦”，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一段时
间里，“塌方式腐败”一度让云南的发展停
滞不前。

大批贫困人口仍未脱贫、产业结构亟待调
整、发展动力尚未夯实……面对历史欠账和发
展难题，云南再也坐不住了。

正风肃纪的集中整治战役接连打响：坚
决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着力解决党员
干部中存在的理想信念上的“软骨病”、廉
洁自律上的“腐化病”、干事创业上的“慵
懒病”，还政治生态一个“绿水青山”……

去年 9月起，一场“转作风、抓落实、
促跨越”学习实践活动在云岭大地展开，人
心思进、争先进位的氛围正在形成。

“每天一睁眼就忙到天黑，干事创业的
劲头出来了！”禄劝县九龙镇公务员杨俊峰
说，他本来定在今年正月结婚，现在都推迟
两次了。

抓改革促开放 谋布局聚势能

努力摆脱“靠山吃山”、资源依赖等传
统发展路径。云南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烟
草、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生命健
康、智能制造等产业，并将观光休闲、健康
服务等 14个重点行业作为经济倍增发展的
主攻方向。

努力摆脱“等靠要”、守成求稳心态。
云南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
稳妥出清 66户“僵尸企业”，上半年非烟
工业比重提高至 67 . 9% 。烟草工业占比下
降与非烟工业崛起的升降之间，折射出云南

经济新旧动能正加快转换。
努力摆脱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得

失的束缚。白药控股实施混改的“白药模
式”成为全国的“突破性样本”。其体现之
一是，白药控股高管不再保留省属国企领导
身份和职级待遇。

努力摆脱利益固化藩篱、僵化体制机
制。“宁愿不要数字的增长，也要整顿好旅
游市场。”云南施行 22 条旅游整治措施
“刮骨疗毒”。今年 9 月， 8 家 A 级旅游
景区取消等级资质。

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构建外向型
经济体系。云南正努力打造以滇缅、滇老、
滇越 3个国际经济合作圈为支撑的“一核三
线三圈”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空间新格局。

牢记“三大定位” 谱写发展新篇

围绕“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三大定位，云南振作精神，高位起
步，正踏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具有区位特
色的发展新路。

——— 脱贫攻坚鏖战正酣。以超常规举措
啃贫困“硬骨头”，派驻 3 . 8 万多名扶贫
工作队员扎根贫困农村；协调 5家企业集团

投入 64 . 5亿元，帮扶 8个直过民族和人口
较少民族脱贫攻坚。

——— 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决不让一个
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
伍。”去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达
6068亿元，是 2012年的 1 . 5倍，年均增长
11 . 1% ，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 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今年 3
月，大理市为对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
区餐饮客栈开展专项整治，近两千家餐饮客
栈经营户被叫停。 1月至 5月，洱海水质综
合类别均为Ⅱ类，滇池水质在去年首次由劣
V类提升为 V类。

——— 沿边开放如火如荼。在全国率先推
行通关便利化“三证合一”模式，临沧边境
经济合作区、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获批，红河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数据体现云南发展提速的“推背感”：
上半年，实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9 . 5%，增
速比全国高 2 . 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 . 4%，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 . 5%。

“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
争先”，云南正以新姿态，谱写中国梦的云南
篇章。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走跨越式发展之路

云南：冲破高山阻隔,奋力追求跨越

新华社郑州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孙志平、李文哲)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局良好、
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步伐加快、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势头
喜人，河南省商务厅认为，该省
对外开放进入最好时期。

数据显示，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自 4月 1日挂牌
至 9 月 30 日，新增入驻企业
13234户，注册资本 1745 . 4亿
元。其中，内资企业 13171户，
注册资本 1685 . 2 亿元；外资
企业 63 户，注册资本 9 . 1 亿
美元。455 项省级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下放自贸试验区，政务
服务、监管服务、金融服务、法
律服务、物流服务五大改革专
项正稳步推进，企业集聚效应
明显。

郑州跨境电商综试区坚持
以促进产业发展为重、以扩大
出口为主、做大做强 B2B、规
范发展 B2C，认定了 21 个省
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5 家省
级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暨企业孵
化平台。今年前 8个月，河南跨
境电商进出口(含快递包裹)达
661 . 5 亿元，其中出口 482 . 9
亿元，B2B 出口占比 53 . 1%；
快递包裹出口 3977 . 3 万件，
货值 87 . 7亿元。

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经贸合作，1至 8月，
河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达 516 . 3 亿元，增长
14 . 4%，其中出口 396 . 4亿元，
增长 15%。对土库曼斯坦、阿
富汗、柬埔寨等 6个沿线国家出口增长 1倍以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河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8家，实际吸收外资
8 . 7亿美元，增长 13%。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9 . 4亿美元，
对外投资超过 2亿美元。

地上有中欧班列(郑州)，空中有郑州—卢森堡航线，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河南以陆空两条“丝绸之路”连起亚欧
大陆；“三十五证合一”商事登记改革，创新监管模式填平
“海淘坑”，在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中，河南不断摸索着可复
制推广的特色经验，昔日的内陆腹地正在成为对外开放高
地。

河南省商务厅主要负责人表示，河南将继续加强自贸试
验区及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综合
服务平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良好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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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哈尔滨市综合
各方面因素决定，部分城
区比往年提前 1 0 天供
暖。供暖日期的提前体现
了对民生的重视，把工作
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值
得点赞。

供暖是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冷暖的民生工程，是
每年冬季北方居民最为关
心的民生话题。暖气能不
能早来晚走多热乎几天？
供暖日期没到但气温下来
了供不供暖？室温达标了
还是觉得冷怎么办？面对
群众关切，各地相关部门
应努力把供暖这项北方冬
季重要的民生工程扎扎实
实地办成暖心工程，要明
白有一种冷叫群众觉得
冷，要把让群众身上暖、心
头热当作衡量这项工作好
坏的标准，应满怀热忱帮

助群众排忧解难，而不能简单地拿规定、天气和
温度计去回应群众对供暖工作的意见与诉求。

民生工程关乎百姓利益，关乎群众口碑。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
活、增进人民福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推动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
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
样化的特点。

民生无小事，冷暖在人心。人民群众的新期
盼要求我们以更富有贴近性、针对性和创造性
的措施抓好民生工程，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
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齐泓鑫)
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11 日电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1 日电(记者罗
鑫)记者从湖北省旅游委获悉，湖北发布
A 级旅游景区“红黑榜”：黄鹤楼、三
峡人家等 15家景区荣登“红榜”，梁子
湖、洪湖蓝田等 16家 A级景区则被列入
“黑榜”，分别被取消等级、警告并限
期整改或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湖北省
旅游委表示，将通过动态监管，打破 A
级景区“终身制”，擦亮 A 级景区招
牌。

据了解，湖北省旅游委在过去两年组
织的明察暗访、交叉检查、复核检查中，
黄鹤楼、三峡人家等一批 A 级景区评分排
名居前，这些景区流量管控得力、旅游秩
序平稳、服务管理规范、游客满意度高。

在“全面体检”中，还有 16 家 A 级
景区在服务设施、环境卫生、旅游厕所、
服务质量、经营管理、旅游安全等方面存
在较多问题，且整改动作慢、游客投诉
多、市场反应差，为此湖北省景区评定委

员会决定，对其分别给予取消等级、警告
并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的处
理。

湖北省旅游委表示，发布 A 级景区
“红黑榜”目的是使 A 级景区更加重视综
合效益和游客满意度。

此外，对于此次被摘牌和受到处理的
景区，将加强跟踪管理和服务，促进其整
改提升。这些景区根据意愿，一年后可以
重新申报创建 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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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发 A 级景区红黑榜，破评级“终身制”

新华社记者于振海、马晓媛

下课铃声刚落，穿一身运动服的郝方雨
(化名)就像燕子一样飞出教室，与小伙伴们
玩起了跳大绳，不一会儿就跳得满头大汗，
小脸通红。

“以前学校就两三个同学，下了课没什么
可玩的，现在可好了，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跳大
绳，真好！”小姑娘郝方雨留一头短发，笑起
来格外开朗，眼睛里灵气十足。

下课爱玩，上课了，郝方雨依然精神头不
减，每堂课都听得聚精会神。

“以前就是语数外三门课，现在多了音
乐、美术、科学这些课，我哪一个都喜欢
上。”说起上课，郝方雨聊得更起劲，“特别
是语文老师，说话好听，长得也好看，我最喜
欢。”

当然，最让郝方雨惦记的，还是新学校的
饭菜。与从前总是一碗面不同，现在学校每天

都有三四个菜，还顿顿都有肉。
“我喜欢这儿，这儿的什么我都喜

欢。”郝方雨说。
这个秋天，原本住在大山深处的郝方雨

告别了低矮的校舍和狭小的校园，来到了紧
邻县城的阳曲县首邑国际学校。从山沟沟来
到城里学堂，一切都让她觉得新鲜：高高的
教学楼、大大的触屏电视、宽敞的塑胶操
场、画画用的彩笔……

与郝方雨一同来到这里的还有来自全县
各地的 200多个穷娃儿。这是山西省太原市
阳曲县今年推进教育扶贫的一大举措。

阳曲县委书记刘晋萍介绍说，为了让贫
困户子女接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防止因教
返贫现象发生，阳曲县在原大盂中学基础上
改建了一所集小学、初中为一体的寄宿制学
校，吸纳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适龄子
女就读，并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

郝方雨的家在阳曲县泥屯镇权庄村，出

县城向西北，在蜿蜒的山路上走一个半小
时，才能到家门口。由于地处偏僻，土地贫
瘠，郝方雨一家收入极低，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郝方雨的父亲郝光喜说，因为夫妻俩身
体不好，不能外出打工，只能靠种地和放羊
生活，一年收入不过五六千元，而两个正在
上学的孩子一年的食宿和交通费用就要花去
四五千元。

“有时候孩子们要上学走了，实在没钱
拿给他们，只能到处找人借，东家欠了借西
家。”郝光喜说，虽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没有学费和书本费，但孩子的生活费用仍然
是笔沉重的负担。

今年 9 月份起，受益于县里的教育扶
贫政策，郝光喜的两个孩子都入读了阳曲
县首邑国际学校，不仅不用花食宿费用，
学校还免费发放脸盆、拖鞋、卫生纸等生
活用品。每到周末，学校还会安排公交车

免费接送学生。
首邑国际学校校长李凯介绍说，目前学

校共有学生 327人，其中 217人来自建档立
卡贫困户，贫困学生占全部学生比例逾
66%。

“现在孩子们一分钱都不用花，甚至有
时候偷偷塞给娃儿的零花钱，到礼拜天就又
拿回来了”。郝光喜说，进了新学校之后不
仅花钱少了，孩子也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
教育质量，“孩子好了，日子就有了盼
头”。

山娃儿走进城里学堂，不仅改变了一
个个贫困家庭，也悄悄改变着小娃儿们。
郝方雨的母亲张凤兰说，自从到了新学
校，闺女就变得更爱干净了，一回家就要
洗洗涮涮。“这不，最近我把屋里收拾
了，又把被褥洗了，生怕娃儿又怨怪。”
张凤兰笑说。

新华社太原 10 月 11 日电

阳曲教育扶贫，山娃走进城里学堂

据新华社西安 10 月 11 日电(记者张骏贺)每逢节假
日，难买的火车票，总会让不少旅客感到焦虑。今年国庆中
秋“双节”假期，西安铁路局开行了一趟“众筹火车”，由乘客
来“决定”是否加开列车。此次创新引来大量网友点赞。一些
专家认为，此举是传统运输行业结合“互联网+”思维的创
新，服务旅客更为精准。

“我坐火车我做主” 西安试水“众筹火车”

国庆假期第七天，众多旅客开始返程，铁路运输也达到
了高峰。7日晚 23时许，全国首趟“众筹火车”——— 西安至
榆林的 K8188次旅客列车，从西安火车站驶出。

所谓“众筹火车”，就是由有相应出行需求的旅客，在网
上参加活动，自行选择需要乘坐列车的区段、日期和席别；
如果参与“众筹”的人数达到列车总席位的一半以上，铁路
部门就可以开行这趟列车。

据了解，除了调整列车出发的时间，此趟列车还首次根据
众筹旅客的需求，增加了卧铺的数量。西安火车站还为参与众
筹购买车票的旅客，开辟专门的购取票窗口和候车区域。

西安火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趟列车不是西安车站
的图定列车，铁路方面把它拿出来，是把主动权交给旅客。

据悉，此次“众筹火车”共为两趟，分别为 10月 7日开
行的 K8188 次和 10 月 8 日开行的 K8187 次。全车共有
218个硬座、817个硬卧、22个软卧。

“定制化”服务创新受热捧

因为“双节”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开行“众筹火车”
的消息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据了解，
10月 7日，西安火车站还为“众筹火车”旅客开辟了专用候
车区域，专人引导登乘列车。

西安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如铁路部门要加
开列车，需要提前派人到厂矿、学校等地开展需求调查，之
后再决定是否加开，这一过程时间较长。近年来，许多旅客
通过网络订购火车票。今年，考虑到网络平台可进行点对点
的即时精准信息传送，西安铁路局创新服务理念，在网上了
解旅客出行需求，然后根据需求开行列车。最终，他们联合
清华大学的团队推出“众筹开火车”网络平台，运用众筹模
式，在西安至榆林间开行了首趟“众筹火车”。

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认为，“众
筹火车”的出现，是传统运输行业在互联网时代适时的创
新。“通过互联网获得旅客的需求，由乘客自己决定开车时
间段，实际上是针对乘客的‘定制化’服务，受众更广，比以前
的调研更为全面和精准。”

专家：推广“众筹火车”模式仍需探索

“众筹火车”得到了乘客们的认可，也引发广大网友点
赞。网友“wuli doraemon”表示，这项新业务必须点赞，对
于铁路运输业来说，是一个创新时代的开始，代表着铁路运
营理念的转变。

有不少网友希望能够将此种模式推广，有的甚至开始
期盼“众筹飞机”。而网上一些观点认为，“众筹火车”试水的
背后，实质是问需于民。

对于此种模式，西安铁路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
一次尝试，未来会综合更多的因素，来确定是否继续尝试、
是否推广。

尹小俊认为，“此次创新只是西安铁路局在管辖范围内
的小规模尝试，未来如要推广，一是需积累经验，确定最合
适的方式；二是如果在全国范围推广，需要多部门、多区域
协调。”尹小俊说。

而铁路系统某资深人士则表示，“众筹火车”的首次尝
试，模式有待完善，在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铁
路运输行业如何为乘客提供更精准的“定制化”出行服务，
让资源配置更合理，仍需要更多探索。

西安：“众筹火车”来了

一种冷叫群

众觉得冷 ，有一

种暖叫群众心里

暖 。近日 ，哈尔

滨市综合考量 ，

决定提前 10 天供

暖 ，把民生工作

做到了群众的心

坎上

▲ 10 月 10 日，上海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徐彦珅（左）检查运输氢气的危化品
车辆。

当日，为进一步加强对危化物品运输车辆的管理，有效预防危化物品运输车辆交通事
故发生，上海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对注册在辖区的 200 多辆危化品运输车辆开展整治
行动，重点检查危化品运输车驾驶、押运人员的资质并对非法改装、超载、超速、未安装
GPS 等重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上海开展危化物品

运输车辆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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