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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11 月 29 日电(记者刘娟、柳伟
建)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百货随
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这是古诗里描
述宋时福建省会福州内河沿岸的繁盛景象。

福州有 107 条内河，总长约 244 公里，水网
密度之大，在全国同类城市中都属少见。河系的
发达本是福州城市的一大名片，但因城市化发
展积累的生态欠账，内河在较长一段时间以来，
都是“看起来脏乎乎，闻起来臭烘烘”。这张名片
一度变得黯淡，甚至成为城市的短板。

近年来，福州力图补齐这项民生短板，定下
在 2017 年年底前全面消除内河黑臭的目标，整
治水系并取得实效，古时文人墨客笔下的清丽

画卷，又逐渐重现……
1935 年开挖的光明港是福州城区最大

的骨干河道，这条内河的兴衰是福州内河变
迁的典型缩影——— 盛况年头的端午节，河上
龙舟竞渡，观众如潮。城市化发展以来，河面
漂满垃圾，河水腐臭淤积，人们大多捂着口鼻
匆匆走过，不愿过多停留。

杨从艳夫妇亲眼见证了光明港的变化，
50 余岁的老杨夫妇在光明港做河面环卫工
作已有 15 年，老杨分析道：“以前光明港脏得
不成样，有时早上都会有成片垃圾漂着，像
‘麻子脸’一样，但是这两年好了很多。”

“我在很多城市承接过 PPP 治水项目，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猛’的！”北控水务集团
福州项目负责人宋治国感叹。

宋治国口中的“猛”，主要是指沿河拆迁，
福州提出要为内河两岸各腾出 6 米空间，在

这基础上建路、种树、亮灯、建景。
记者在现场看到，梅峰河沿岸围起了一

片拆迁区域，曾被水泥路和民居覆盖的河道
即将“重见天日”。58 岁的市民陈先生的店铺
也在拆迁之列，对于今年以来力度尤为强劲
的治水“大计”，他表示了理解：“我们市民真
心怀念河流以前的样子，希望治理能有成果。
所以即使短期会有一些利益损失，但我们也
是支持政府这项民生工程的。”

由于河流方向、周边环境以及受污染方
式程度不同，每个工程队必须在治河前研究
出一套针对其负责河道的最佳治理方案。陈
先生所在的梅峰河原是福州西湖景区的主要
水源之一，但因常年污染，福州市相关部门切
断了其与西湖水的通道。目前，污水永久处理
站正在建设，未来经过磁分离设备处理过的
清水可以直接接入到西湖。

摆在白湖亭河施工现场技术员宋鑫和他
的工程队面前的是另一些难题——— 不拆除文
物、不破坏植被、不变换河道……“白湖亭河
周边存在大量古建筑，工程队只能另挖河道
来引流污水，我们将在施工中最大程度保证
河道总体不变化。”宋鑫说。

“福州的水系治理可以说是比较彻底的，
因为水系跟血管一样，只有像这样一河一策
地全系统精准‘治疗’，才能治本。”北控水务集
团工程师王岩评价。

“距离年底全面消除黑臭目标仅剩 1 个
月时间。”福州市建委内河管理处处长朱宸熠
说，“如今人们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加强烈，作为城市建设者，我们要以实
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神，让生态去雕琢城市，
用清水培育出福州的繁荣，建设好生态文明
的千年大计，造福子孙后代。”

“一河一策”重现水清岸绿
福州水系“补短板”记

奋 进 新 时 代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熊琳)29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安徽钰诚控股集团、
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丁宁、丁甸、张
敏等 26 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上诉一
案二审公开宣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 年 9 月 12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对钰诚国际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
罪数罪并罚，判处罚金 18 . 03 亿元；对安徽钰
诚控股集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 1 亿元；对
丁宁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

枪支罪、偷越国境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50 万元，罚金 1 亿元；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7000万元。同时，分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境
罪，对张敏等 24 人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至 3
年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单位未提出上诉，丁
宁、丁甸、张敏等 23 名被告人提出上诉。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单位及

丁宁、丁甸、张敏等 10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行为均已构成集
资诈骗罪。王之焕等 16 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
法律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均已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被告单位及丁宁、
丁甸、张敏等 26 人的非法集资行为，犯罪数
额特别巨大，造成全国多地集资参与人巨额
财产损失，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情节、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一审法院
根据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
裁定为终审裁定。

各被告人亲属、部分集资参与人、相关使
馆人员、人大代表及各界群众代表等 50 余人
旁听了宣判。

二审宣判后，将由一审法院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进行涉案财产的善后处置，尽快组织
开展信息核实、资产变现、资金清退等各项工
作。广大集资参与人可关注法院发布的相关
公告和信息。

“e 租宝”案二审维持原判

近日，在苏州市人民政府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的
《共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基础
上，苏州高新区正式与北航签约，聚焦“创新驱动”和“一带
一路”建设，创新校地合作模式。

根据协议，高新区将与北航按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成果转化、国际交流”的四位一体合作模式，在 3-5 年内建
成北航苏州创新研究院和北斗丝路学院，5-10 年内建成北
斗丝路特色小镇和北航苏州太湖校区。合作期内，北航将为
项目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和培育、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说，苏州创新基础
优势明显，高新区在成果转化、产业化和商业化方面空间很
大，希望能与北航在资源整合、人才培养等方面迈出更大步
伐。 (记者孙寅)

苏州：

高新区与北航创新校地合作

▲ 11 月 29 日，福清市龙江街道东南村村民在家门口
通过手机二维码了解个人惠民资金发放情况。

“福州市惠民资金网”自今年 8 月正式上线运行以来，
福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这一平台广泛向群众搜集截留
惠民款项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截至 11 月底，福清市纪委
已收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34 例，查处 7 起违规违纪问题。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惠民资金网，监督好平台

近日，在荣获“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先进县”的扶沟县，正在金海路小学门口
等着接孩子的李先生说：“孩子在家门口的
学校上学，也能享受到跟县实验小学一样
的优质教育。我这心里呀，满意！”

近年来，扶沟县紧紧围绕办人民满意
教育的目标，持续全面推进县域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使得“瘦身”“改薄”后的农村学
校不比城里差，让学生家长越来越满意。

2014 年以来，该县撤并了 77 所义务
教育阶段中小学，保留 118 处教学点，对
200 多所中小学实施图书设备充实工程和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超过 160 所学校实现
“宽带网络校校通”和“优质资源班班通”。
在该县韭园镇二十里店小学的课堂上，教

师利用多媒体授课，农村娃跟城里娃一样，也
能享用网络优质教育资源。

为化解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该县积极探索集团
化办学和强校带弱校等独具特色的联合办学
模式。县实验小学与郑关小学、金海路小学
“三区一校”：一个领导班子，一种办学理念，
一支教师队伍；红旗小学与回族小学、红卫小
学与花园小学联姻结对，分流学生 3600 名。
2014 年以来，该县累计增加城区学位 7000
个，使城区学校班额降到 50 人以下。

教育要想均衡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是关
键；学生素质要提高，丰富教育内涵很重要。
多年来，该县注重教师补充、交流，创新师训
机制，利用全县 71 个名师工作室打造出一支

名校长、名教师专家团队。通过开展名师“送教
下乡”和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活动，每年选派城
镇优秀教师到农村偏远学校支教。“3+1”“六、
三激情课堂”“二课六环一案清”“四步循环教
学法”等课改后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扶沟竞相
绽放，其中“四步循环教学法”还在河南省第八
届名片学校颁奖会作为经验交流。此外，2014
年以来，该县累计帮扶留守儿童 13639 人次；
投入资金 500万元用于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
学条件，为残障孩子提供就业机会。

“教育事关民生。全力办好教育这项民
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是我们的使命担当。”谈到扶沟教育均衡
发展取得的成绩，该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崔
卫华如是说。 (王新生、耿勇魁)

河南扶沟：教育均衡发展惠民生

▲ 11 月 29 日，中铁电气化局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接触网架设施工作业。

当日，随着中铁电气化局工程技术人员在京沈高铁朝阳至北票东区间架设完接触网正线
最后一根导线，标志着京沈高铁辽宁段接触网全线架设完成。京沈高铁辽宁段于 2014 年 7 月
开工，预计 2018 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京 沈 高 铁 辽 宁 段

接 触 网 架 设 完 成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乌梦
达)29 日晚，北京市公布大兴区西红门镇
“11·18”重大火灾事故责任调查情况。
“11·18”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给人民生
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形成恶劣影响。事故
发生后，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会同大兴区纪
委、区监委对火灾事故涉及单位和部门的
监管责任与履职情况开展调查。

经调查，大兴区政府副区长杜志勇作
为全区分管安全工作的主管领导，对安全
生产日常检查把关不严，督查整改不力，
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目前北京市纪
委、市监委已对杜志勇进行立案调查，暂

停其副区长职务。
大兴区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君负责

领导镇党委全面工作，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
任；镇长司文韬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作为
全镇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抓安全生产履职
不到位，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大兴区纪
委、区监委决定，对郑亚君予以立案调查，暂
停其镇党委书记职务；对司文韬予以立案调
查，暂停其镇长职务。

大兴区纪委、区监委对火灾事故应负直接
责任的西红门镇安全科科长李建华、西红门镇
安全科检查三队队长马庆立，分管安全工作的
西红门镇党委委员杨学叡、镇社保所所长刘庆

楠、镇长助理马连义以及新建二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郑淑芝，原党支部书记杨占林，党支
部副书记孙志远，村委委员兼村安全员郑宝
良，村委委员马全新 10人予以立案查处。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将继续开展调查工
作，根据调查进展对其他相关单位或责任人
员进一步立案调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熊琳)29
日，北京检方发布，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
火灾事故涉案犯罪嫌疑人樊某某等 8 人依法
进行审查，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交由公安机关执行。

北京公布“11·18”火灾事故责任调查情况
对大兴区政府副区长杜志勇进行立案调查，暂停其副区长职务

新华社昆明 11 月 29
日电(记者王长山 、许万
虎)看《熊出没》动画、跟妈
妈学唱儿歌……三岁零三
个月大的肖致震和祖世建
与大多数孩子一样，享受
着快乐无忧的童年。

不同的是，他们的出
生与一场灾难有关，他们
是地动山摇间点燃希望的
“地震宝宝”——— 2014 年
8 月 3 日，6 . 5 级地震突
袭云南鲁甸。伴着大地震
颤，肖致震和祖世建降临
人间，他们亲历了也见证
着灾难过后的重生。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
三年多。曾经挤过帐篷、住
过临时安置点的“地震宝
宝”，如今已搬进设施齐全
的小楼，沐浴在温暖的阳
光里，享受着各界的关怀，
茁壮成长。

往事不堪回首。
天灾突降，山石崩落，

满面泪流。这次地震仅在
鲁甸县火德红镇就让 59
位乡亲离世，240 多人受
伤，22000 多人不同程度
受灾。

肖致震的母亲常臣淑
回忆起当年被困的情景，
至今心有余悸。

地震袭来，家园破碎。挺着大肚子的她眼看
着死神降临却来不及跑，活生生压在瓦砾残垣
下动弹不得。

谁知身陷大难，腹中孩子却平安降生。
救援人员冒雨徒手将她刨出，党员干部第

一时间协调医院，志愿者主动联系车辆……一
路马不停蹄，惊魂未定的常臣淑最终被送到县
医院。震后不久，她顺利诞下男婴。

地震发生前，常臣淑一家住在距离火德红
镇十多公里外的李家山村，如今他们全家搬到
了镇上新房里，开小卖部、打零工，生活在希望
的阳光下。

住着新居、守着新业、看着孩子长大。她坚
信，灾难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与肖致震一样，“地震宝宝”祖世建也在大
地震颤中迎来初啼。他出生一眼望见的家乡只
剩残垣断壁。如今，祖世建已经长成了活泼可爱
的鬼灵精，笑容像被阳光洗过。

祖世建一家搬离李家山村后，与那里的群
众一起，过上了幸福的踏实日子。5600 多户重
建户全部建设完工搬入新居、“青瓦暖墙褐红
门”的新集镇出现在世人面前……

灾后，乡亲们拭去悲伤的眼泪，在各界的帮
助下挺起身板，建设了新家园。

乡亲们像“地震宝宝”和他们的家人一样，
迎来了新的生活。“希望儿子快乐平安地成长，
今后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努力报效国家、贡献
社会，回馈那些连面都没见过的‘亲人们’。”谈及
“地震宝宝”的未来，祖世建的父亲祖客轩眼里
划过丝丝喜悦。

瞅着孩子猛劲儿长，看着当年只有几条街
的集镇楼房鳞次栉比、道路宽敞平坦，常臣淑心
里也满是憧憬。她说，“经历了绝处逢生，相信未
来一定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岁末，空气清冷。常臣淑和祖客轩却常常领
着孩子走到集镇街头，看一眼灾后重建纪念墙，
望一望曾经位于远山深处的老家，心中泛起阵
阵暖意。

载着希望成长的“地震宝宝”，像一束束暖
阳，照在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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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11 月 28 日电(记
者张海磊)当记者来到成都市温江
区寿安镇苦竹村的时候，村党总支
书记赵正康说要带记者在村里的
一个院落月石院走一圈，并神秘地
提醒记者注意院落里的“安全小提
示”。

来到院落主干道水泥地上，
记者发现道路中间一条约 40 厘
米宽的防滑安全道向远处延伸。
月石院共有 32 户，150 余人，其
中三分之二为老年人和孩子。曾
经下雨天有位老人外出滑倒，为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村里在
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于 2014
年在道路的中间修建了防滑道。
同时，为了防止晚上骑电动车外
出的村民撞到障碍物，拐弯处的
树干和电线杆上都贴上了反光标
志。

一圈下来，记者注意到每个
家庭都配有防火毯、灭火器。因为
紧邻杨柳河，在村头还有救生圈、
救生衣等设备，遇到紧急情况可
随时取用。主路靠近河边的一侧，
有加固的护栏。“闯红灯要背时，
罚款扣分，心尖尖都在痛。”四川
方言版的安全宣传语颇有新意，
也更容易让村民接受。

在陪记者走访过程中，赵正
康不时看手机，他担心错过群里
上报的任何一个安全隐患信息。
据他介绍，村里一共 14 个小组，
每个小组都有一个微信工作群。

苦竹村所在的寿安镇 2014
年被评为“四川省安全社区”。据
四川省安办安全社区建设推进办公室负责人罗玮珂介绍，
四川省从 2012 年开始启动安全社区建设，截至 2017 年底，
全省共启动安全社区建设 1300 余个，建成“四川省安全社
区”665 个，覆盖 21 个市(州)150 余个县(市、区)。

在安全社区建设中，四川省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7
+N”模式：“7”即一套安全管理制度、一个安全文化阵地、一
条安全示范街、一个安全示范校园、一批安全标准化企业、
一套隐患排整改台账、一支应急救援示范队伍。“N”即 N
个安全促进项目。

各个社区结合自身特点在建设中也各有侧重。2015
年，锦江区建成西部首个“国际安全社区”。当地为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建立基础信息档案并定时上门家访，这
让“实现人人都平等地享有安全和健康的权利”的国际安全
社区理念深入人心。

评上安全社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显然不是。
“每隔 3 年我们会对安全社区进行复评，安全社区建设

有一个原则是持续改进，通过效果评估、查找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持续改进等几个环节形成闭环。”罗玮珂说。

据省安办安全社区建设推进办的最新数据，2016 年新
建单位工作场所事故起数、道路交通事故起数、火灾事故起
数及社会治安案件起数分别下降 29 . 29% 、49 . 65% 、
49 . 25% 和 49 . 03%。事故的下降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投资环境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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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乌梦达)29 日，北京市
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调查情况公布。朝阳区红
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发生后，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会同朝
阳区纪委、区监委成立调查组，启动相关调查工作。

经查，朝阳区教委主任肖汶、副主任付琳，存在对民办
教育机构监管缺失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
科科长韩斌，工作中存在失察失责、履职不到位的问题。针
对以上情况，朝阳区纪委、区监委决定对上述责任人员予以
立案调查。

目前，北京全市正在开展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规范幼
儿园办园行为检查、师德师风教育，北京市、区纪委监委将
继续加强监察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

朝阳区教委三人被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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