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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11 月 8
日电(记者王成)深秋的闽
北大地，稻谷遍野金黄，
山林满目葱绿。

发轫于此的科技特派
员制度，像一颗种子破土
萌芽，历经 18 年砥砺探
索，在全国范围落地生
根，结下累累硕果。

一 场 “风 搅

雪”：科技下乡送

来“财神爷”

夕阳映照的麻阳溪
畔， 67 岁的建阳区考亭
村村民黄家绍，正在葡萄
园里修剪枯枝。谈及上世
纪 90 年代的生计，这位
鬓角花白的老农民记忆犹
新：“谷贱伤农，柑橘难
卖，要技术没技术，找市
场没市场。”

彼时，南平农业发展
在转型变轨中挣扎。农产
品“价低卖难”，农村科技
服务网络“线断、网破、人
散”，破解“三农”难题亟须
一场“风搅雪”式的变革。

1999 年 2 月，南平提
出“科技特派员”概念，首
批 225 名科技工作者分赴
215 个行政村驻点，拉开
了科技下乡的序幕。

当年对葡萄种植一窍
不通的黄家绍，在科技特派
员谢福鑫的帮助下，建起了
自家的葡萄园。“从选苗育
苗到种植，从水渠修建到水
电路设计，都是他手把手教
我。”黄家绍回忆说。

谢福鑫走到哪里，葡
萄藤就爬到哪里，千亩万
亩葡萄园崛地而起，谢福
鑫 被 农 民 唤 作 “ 葡 萄
仙”。在广袤的闽北大地
上，还涌现出“榛仙”詹夷生、“菇王”刘瑞璧等
明星特派员，成为农民眼中的“财神爷”。

如今，南平先后选派 10 批 9483 人次驻村，实
现科技特派员村级全覆盖。“高位嫁接、重心下
移”的科技特派员制度，现在已从南平的基层探索
上升为全国推广的创新经验。

点绿成金：产业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建瓯西际村“千竹园”内，毛竹高耸，山林苍
翠。但曾经，这里也面临竹林密度稀、毛竹产量
低，竹产业效益低下的困境。

连续担任了 10 批“科特派”的林振清，是这
里的“荣誉村民”。他引领竹农“把竹山当菜地
种”，从粗放管理转向集约经营。短短几年，纯毛
竹林变成了更加生态的混交林，原先亩产 120 棵的
低产林，变成了亩产 170 棵的丰产林。

产业链不断向后端延伸。走进华宇竹业公司，德
国进口的自动压板机将耐磨纸强压到竹地板上。驻
公司的“科特派”张水珍说，她所在的研发团队加速技
术革新，公司产品远销欧美市场，竹产业效益“井喷”。

在武夷山市，“科特派”把丰茂的茶山当作“主战
场”，为茶产业腾飞铺路搭桥。武夷山市委组织部部
长林方介绍，新一批 108 名“科特派”中，茶产业占比
约三分之一，既网罗了乡土人才，又吸纳了来自福建
农林大学、福建省农科院的专家。

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钟家魁说，“科特
派”不仅是产业发展助推器，还是生态建设新动
力。以武夷山茶产业为例，“科特派”身体力行挺
在一线，引领当地既控制茶山数量，又提升茶叶质
量，默默地坚守着武夷山旖旎风光。

新时代再出发：绿色发展的“催化剂”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现代农业、旅游、先进制造等
七大产业，成为南平市发展蓝图上的闪亮坐标。走过
近 20 年历史的“科特派”，借助院士专家工作站、专家
服务基地等平台，从“三农”领域向新兴产业延伸。

在海源新材料科技公司，来自中科院福建物构
所的研究员吴立新帮助公司搭建起从产品试验到质
量监测的流程体系。“我的团队中有 4 名博士后、
5 名博士。”吴立新说，目前公司的建筑复合材料
产能和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均名列前茅。

一代又一代“科特派”前赴后继，把论文
“写”在竹山上，把科技送进田间地头，成为南平
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粘合剂”。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表示，南平将围绕加快把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进一步深化提升科技特派
员制度，为补齐农业农村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强大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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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1 月 9 日电(记者孙志平、李
亚楠、牛少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
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河南，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将近 10 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成为增
进民生福祉的最大短板。

去年以来，河南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
手，聚焦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精准发
力，弥补城镇短板，化解民生之忧，百姓获得
感不断提升。

百城提质 补齐民生供给短板

驻马店市驿城区是一座老城区，背街小巷
路面残破，私拉乱建严重。南海路附近居民李
鹏说，不仅街道破烂还缺乏管理，小摊小贩儿
经常占道经营，一到放学，整条街拥挤到没法
走，根本没个城市样儿。

类似南海路这样的背街小巷遍布驿城区，
如厕难、停车难、出行难等成为当地居民切身
的民生难题。为补齐短板，驿城区投资百亿元
大力实施背街小巷升级、断头路打通、管网入
地、公厕改造等综合改造工程。如今，驿城区
面貌焕然一新。

朝阳街居民李杰说，道宽了，路净了，街
亮了，商店招牌也统一了，看着心里都敞亮。

自去年以来，河南省大力推进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加快实施一批水、电、路、气、网、

热等基础设施项目，努力把中小城市特别是县
级城市建设成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禹州市以新城宜居、老城提升为主线，谋
划了总投资 507 亿元的 10 大类 215 个城市建
设提质项目，今年重点实施的 73 个项目已全
部开工，城市品质和承载能力明显提升。

财力并不富裕的新安县实施了河南省首个
县城地下综合管廊，新安县县长郅书安说：
“地下综合管廊虽然老百姓看不到，但可以避
免马路‘开膛破肚’，意义十分重大。”

截至目前，河南首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市县共入库项目 8959 个，计划总投资
22491 亿元。其中， 2017 年计划开工项目
1350 个，实际开工项目 4402 个，是计划数的
近 3 . 3 倍。

立足省情 探寻城镇化新路

河南为何要启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这要
从河南城镇化的现状说起。 2016 年底，河南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8 . 5% ，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将近 10 个百分点，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
成为河南省必须破解的难题。

选择县城作为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支
点”，是由河南省情决定的。“十二五”期
间，河南新增城镇人口的 74% 落户在县级市
和县城。县级市和县城已经成为河南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根据规划，“十三五”末，河南城镇化率

要达 60% 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将有 1000 万人
口进城，仅靠郑州、洛阳等省辖市，不可能消
化这么多人口，中小城市和县城建设就成为关
键。

与此同时，河南中小城市品质亟待提高。
数据显示，河南省县级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
如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排水管道密度等
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6 个县(市)市政
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全省城镇市政
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 20% 。

为此，河南提出通过 3至 5 年努力，让全
省中小城市和县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明显提升，一批县级城市达到全国一流
水平，形成大小结合、多极支撑的城镇发展格
局。

根据要求，到 2020 年，河南全省县级城
市路网密度要提升到 8 公里/平方公里，百辆
汽车公共停车泊位数不低于 10 个；公共用水
普及率达到 90% 以上；有条件的县(市)集中
供热普及率达到 50% 以上。

以业兴城 要“面子”更要“里子”

过去一直在外打工的偃师市翟镇镇圪垱头
村村民郭宏彬，今年回到当地一家摩托车生产

企业上班，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他的返乡得益
于偃师市以业兴城。

百城提质要“面子”，更要“里子”。河
南省提出，把培育产业放在新型城镇化的首要
位置，以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
服务业的集聚促进人口集中，以人口集中加快
产业发展，让城市宜业又宜居。

今年以来，偃师市通过先进装备制造、新
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集聚，有效吸引外出务工
人员回流，全市城镇化率达 56 . 82% ，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8 . 32 个百分点。

“通过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来加快城市
的转型发展，将会极大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
代。”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
说。

截至目前，河南已初步建成林州建筑业总
部大厦等 199 栋特色专业楼宇，内乡县衙等
116 条特色街区，新郑华南城等 167 个新型专
业市场。

数据显示，全省商务中心区、特色商业区
以占全省 0 . 2% 的面积贡献了全省 13 . 1% 的
投资增长，带动城市繁荣，拉动就业，增进了
民生福祉。

“通过百城建设提质，河南解决了一大批
民生难题，人民群众在城市的生活变得更方
便、更舒心、更美好。”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裴志扬说。

加快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努力把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市建成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

河南百城建设提质，要“面子”更要“里子”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记者刘慧)祥源文化
(原万家文化)9 日晚公告，公司收到证监会行政处
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证监会拟决定对黄有龙、
赵薇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采取五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据了解，祥源文化、龙薇传媒等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案已调查完毕，证监会依法拟对龙薇传媒、万家文化、
黄有龙、赵薇、赵政、孔德永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

告知书显示，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
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
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证监会将依法拟对龙薇传媒、万家文化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 60 万元罚款；对孔德永给予警
告，并处 30 万元罚款；对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孔德永、黄有龙、赵
薇分别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证监会拟对赵薇等

处以五年市场禁入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记者季明、何
欣荣)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自去
年 4 月 26 日开放至今年 10 月底，游客数量已
突破 2700 万人次。“米老鼠”来中国“安家”，带
动长三角旅游资源整合的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9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7 年长三角城市旅
游发展论坛上，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上海申迪集团联合发布《上
海迪士尼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效应评估》
报告称，上海迪士尼项目不仅对上海本地旅游
业产生显著影响，也对国内主题乐园行业、工程
建设行业、文化产业及服务业产生拉动效应。同
时，项目对度假区周边区域、浦东中部、上海市
及长三角区域产生积极影响，并对我国旅游发

展和城市转型升级均带来不同程度示范带动效
应。

在论坛上，覆盖长三角景区运营、投资开
发、旅游产品运营的相关企业结成“长三角旅游
企业联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城市互为客源
地、目的地、中转地。

相关旅行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上海迪
士尼乐园开园以来，购买长三角联游产品较以
往有较大增长，在与迪士尼乐园“打包”的长三
角旅游产品中，途经上海、杭州、苏州、乌镇等地
的 5 日 4 晚跟团游和途经上海、周庄的 4 日 3
晚半自助游最受游客欢迎，其次是“迪士尼 3 日
自由行”。

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何建民分

析，上海迪士尼的辐射效应包括空间效应及产
业效应；项目也带动了政府管理、服务创新和技
术创新。

专家认为，依托迪士尼项目的品牌影响力
和辐射力，长三角区域有更大的积极性推动旅
游资源的整合联动和联合营销，这为提升长三
角旅游服务能级、加速长三角旅游一体化进程
提供了良好契机。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任李贵荣介绍，未来将加快推动国际旅
游度假区发展，努力建成具有示范意义的现代
化旅游度假区、当代娱乐潮流体验中心、人人向
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上海建设世界著名
旅游城市和长三角联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米老鼠”助力旅游创新升级

旅游业“结盟”推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11 月 9 日，工作
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行吊装
前准备。

当日，“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示范工程——— 福
清核电 5 号机组首台 ZH-
65 型蒸汽发生器现场吊
装工作准备就绪，将视现
场 风 力 情 况 择 机 吊 至
16 . 5 米平台后引入。这
是“华龙一号”首台即将
引入的主设备。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华龙一号”

首台主设备

即将吊装引入

据新华社深圳 11 月 9 日电(记者周科)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8 日公开审理了一宗信用
卡纠纷案件，庭审用时约半小时，当场审结。与
以往不同的是，原被告双方都不在法庭现场，而
是通过视频连线法院和对方当事人，分别在异
地参加庭审。

这源于深圳法院上线运行的“巨鲸”智平台
实现了远程开庭，以后不到法院也可照常庭审。
该平台具有语音实时转文字功能，实现庭审各
方发言快速准确自动识别、同步转文字、自动生

成笔录、一键保存，当事人在平台点击确认按钮
完成庭审笔录的签字确认，且随时可以登录平
台查看庭审笔录。

当天，审判长、陪审员和双方当事人同时登
陆，在该平台选择开庭的案件，点击“进入庭审”
按钮进入庭审界面，通过在线的方式顺利且清
晰地完成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一系列流程，
整个庭审全程录音录像。

福田区人民法院院长陈新哲说，网上庭审
意味着今后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一

台能上网、有摄像头和话筒的电脑，就能立刻到
“福田法院”庭审，突破时空限制，免去跑法院的
奔波。

自今年 6 月 28 日上线运行“巨鲸”智平台以
来，福田法院已在线办理信用卡案件 1805 宗。

2016 年福田法院受理商事案件 14209 宗，
其中金融类案件 9520 宗，占商事案件的 67%。
随着“巨鲸”智平台的投入使用，预计一个法官
团队年均办理信用卡案件数可实现 2 倍以上增
长，案件办理周期可由四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深圳推“远程开庭”，不跑法院也可打官司

新华社成都 11 月 9 日电(记者吴光于)近
日，四川省达州市 126 个公安派出所的所长，向
社会公开了自己的微信号。这些特殊的微信，统
一被命名为“微信所长”。

据了解，所长们利用“微信所长”微信号，可
广泛吸收辖区群众加为好友，主动公开办事指
南，宣传法制、安全防范知识，通报辖区警情、发
案情况等。同时还可接受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解答群众警务咨询、接受预约服务，接受群
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并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
密。

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朝阳派出所所长
彭继锋告诉记者，开通“微信所长”后，几乎所有
派出所的日常业务都可用微信进行预约。“对于
在外地的达州人来说，有了‘微信所长’，就能及
时在线咨询，实现信息互通后，群众可以少跑

路。”他说。
“以前，很多群众遇到困难都是直接拨打

110 电话，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很少有人知道。我
们通过‘微信所长’，公布了相应派出所的报警电
话，可以为 110 接警平台进行有效分流。”达州市
公安局政治处宣传科负责人叶娟说，“微信所长”
的服务功能全面，是传统接处警方式的有效补
充，达州市公安局还专门制定了监督管理制度。

达州：加派出所长微信好友，办事可预约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9 日电(记者王

靖)回想起两天前发生的事情，呼和浩特市民
刘勇祥(化名)仍惊魂未定。他张着嘴面露痛
苦，后悔地说：“以后再不敢不系安全带了。”

事情要从 7 日早晨说起。当天，刘勇祥搭
乘同事的轿车去上班。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不仅没系安全带，还一边吃着汉堡，一边跟旁
边的同事聊天，轿车沿着呼和浩特南二环快
速路自西向东驶去。

当轿车准备离开快速路时，前面的车辆突然
减速。由于跟随得太近，刘勇祥乘坐的车只好连
忙急刹车。由于刘勇祥未系安全带，刹车产生的
惯性直接将他带离座位，头部猛撞在了前挡风玻
璃上。最严重的是，头部这一磕竟使自己的牙齿
在舌头上用力地咬出一大道口子，鲜血直流。

刘勇祥赶忙去医院救治，医生在他的舌
头上缝了几针，这才脱离危险。他事后表示，
平日坐车时，只记得在高速路上才系安全带，
没在意市区里也要系，这次险些咬断舌头给
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课。

记者从网上查阅发现，副驾驶以及后排
乘客位置因未系安全带而发生伤亡事故的新
闻屡见不鲜。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
传科科长狄永红提醒公众，不要认为系安全
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也不要
心怀侥幸心理，认为在市区不系安全带没啥
大碍，还不罚款。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驾驶
人、乘客都应系安全带。

没系安全带

险些咬断舌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记者王辰
阳)《上海市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于 11 月 9 日正式
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不发展互联网
租赁电动车，即共享电动车。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提出不发展互联网
租赁电动自行车是基于城市发展规划、综合
交通发展和道路交通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并
将引导已投放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车逐步退
出。此外，《指导意见》还对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企业提出要求：应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收取押金或预存资金的企业须在
本市开设资金专用账户，投放运营车辆要办
理登记上牌并向所在区主管部门通报等，违
规企业将建立退出机制。

上海不发展

共享电动车

据新华社兰州 11 月 9 日电(记者屠国
玺、刘能静)记者 9 日从甘肃省推进城市执法
体制改革的相关会议上了解到，甘肃省已经
在一些城市展开相关试点，城市管理执法的
重心正在向乡镇、街道下移。

据介绍，甘肃省嘉峪关、平凉等多个试点
城市经过积极探索，将多个部门的几十项执
法事项进行整合，组建综合执法部门，试行了
“大城管”体制。

平凉市在去年被确定为甘肃省试点市之
后，先后将市级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全
部下放到崆峒区。崆峒区政府又向一些乡镇
和街道派出所派出执法队伍，把城市管理执
法延伸到了街道和乡镇。

而在进行试点的兰州市，则整合组建了
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实现了“委局合一”。该委员会作为兰
州市政府组成部门，承担市容环卫管理的监
督、考核、指导等多项城市管理职能，可以集
中行使包括市容环境、城市规划等七个方面
共 99项行政处罚权。

甘肃城管执法重心

向乡镇、街道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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