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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省农业部门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培育差异化、经济效益好的农业特色产业，以特色产
业差异化作为扶贫的载体，打造产销一体产业链，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从 2016 年起，利用 3 年的时间打造 3 万亩“琼
中绿橙”标准化示范基地，以打造特色产业带动农业发展，促农增收，实现精准
扶贫。2016 年，琼中县投入特色产业专项资金 8470 万元，其中特色产业精准扶
贫投入 4878 . 1 万元，通过合作社示范带动贫困户 4382 户。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引进了海南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大力发
展南药产业，促进脱贫攻坚工作。2014-2017 年，该公司组织带动各镇及周边地
区的 9000 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56 户，种植中药材达到 2 . 7 万亩。公司
通过租用土地、雇佣务工、订单收购等帮扶形式，以确保农户种植中药材的收
益，带动户均年增收 2 万元左右。

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为周边村庄提供 200 多个就业岗位，其中吸
纳了 100 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一年可领到 36000 元工资。该公司还结合
当地的土地资源和林业资源，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发展食用菌种植来增加经济收
入。

新坡镇仁里村是海口市龙华区 2016 年完成脱贫的整村推进村，海南石斛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仁里村建起了石斛健康产业园项目，辐射带动仁里村等 3
个自然村组建了 3 个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入社会员 413 户，其中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 99 户。三年来累计发放土地保底租金、农民工资、分红共计 700 多万元，
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民增收。

目前，海南省发挥已形成的产业优势，通过实施产业帮扶，改变重生产、轻
市场，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结果的产业发展格局。海口石斛、保亭益智、屯
昌黑猪、定安食用菌、儋州三角梅、屯昌枫木苦瓜、澄迈桥头地瓜、琼海大路莲雾
等一批特色产业扶贫效果显著。

海南省万宁市北大镇军田村因地制宜，突出生态
及区域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引
入畜牧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贫困
户”的模式，着力发展黑山羊养殖特色产业，不仅带动
贫困户养殖脱贫，而且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全体
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探索出一条脱贫、富民、强村“三
位一体”的发展新路。

海南各市县通过股份制、土地托管等形式，建立
贫困村、贫困户与实施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把企业、
银行、合作社与贫困户捆绑在一条产业链上，从信贷
入股、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网络认筹、保底产销等多
种方式，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农户”“政府+企业+农
户”等多种发展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建立稳定的脱
贫长效机制。

近年来，海南省农业厅积极探索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的股份分红模式、“村集体+企业+贫
困户”的村集体帮扶模式、“政府+公司+银行+合作社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贷帮扶模式，以龙头企业、合
作社、致富能人为带动主体，以项目为主要载体，通过
产业化扶贫、壮大集体经济，推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贫困户变股民，带动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今年
以来，万宁市军田村通过黑山羊产业，每户贫困户已
获得分红收益 1 . 19 万元。近两年来，共计完成 32 户
155 人脱贫任务，确保整村脱贫。

为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海南省农业厅多
渠道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推
广典型案例，还引导和鼓励一批技术骨干深入贫困地区
开展“结对子”技术帮扶，选派优秀干部到贫困地区挂职
锻炼。农业厅组织派遣 25 名农业技术干部到市县、贫困
乡村挂职锻炼，其中处级干部 4 人，为基层提供产业帮扶
人才支撑。安排种植业、畜牧业和休闲农业的专家在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授课，累计办结“961017”服务热线工单
327 个，全省发放农业技术丛书 2 . 5 万册，为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和提升基层干部综合素质提供帮助和指导。进一
步加大贫困户技能培训力度，组织贫困地区农业技术培
训 378 场次，举办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8 期，培训农民
2 . 56 万人次，在贫困人口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00 人，
整合农业技术人员 151 人组成技术服务团队，举办瓜菜
种植、畜禽养殖防疫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54 期，培训贫
困户 4300 多人次。

海南还结合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推进
农业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依托区域特色产业资源，利用互
联网思维推出“农业+旅游”的农旅产业，借助采摘游等旅
游新模式扩大产业扶贫收益，让农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中
来，实现持续增收致富。

海海南南省省农农业业厅厅精精准准扶扶贫贫军军田田村村海海南南黑黑
山山羊羊基基地地外外景景

海海南南省省琼琼海海市市大大路路镇镇多多果果莲莲
雾雾产产业业扶扶贫贫基基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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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 12 月 12 日电
(记者周科、陈立新)穿戴名牌
服装、名贵首饰，出行坐头等
舱、保姆跟随，背后却久拖债务
拒不还款，处处逃避追查。不久
前，被纳入全国法院失信人员
名单的女“老赖”在深圳被扣
押，终将其拖欠的 700 多万元
债务执结。

五年来，深圳法院综合运
用多种科技手段，在案件执行
难问题上努力寻找破解之道，
执行到位率从 5 0 % 跃升至
80%。

“一网两台”织起

“天罗地网”

今年 10 月 13 日，某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丽
在深圳下飞机时，被福田法院
的执行法官和司法警察依法拘
留。

“借助‘鹰眼查控网’，执行
法官仅用几个小时就完成其信
息查找到成功控制的过程。”福
田法院副院长丁健说。

此前，具有清偿能力的
张丽长期躲避追查，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书，被法院纳入
失信黑名单。可是，被拘留
后，她仍然兜圈子抵赖。在法
院强制执行的威慑力面前，
她最终将全部 723 . 7 4 万元
案款执结到位，并接受法院
10 万元罚款。

案件执行难，难在被执
行人及其财产难查。2012 年
以来，深圳法院运用“一网两
台”科技手段，将“鹰眼”植入
“老赖”生活的各个场景和细节，打通了集
中办理和执行环节。

“一网两台”即鹰眼查控网、极光集约平
台和速控平台。鹰眼查控网是深圳法院创立
的对被执行人及其相关人员的财产和人身
进行查控的网络工作平台，它通过整合被执
行人户籍、出入境等信息“查人”，通过整合
被执行人名下房地产、车辆、股权、证券、银
行存款等财产信息“找物”，解决了司法执行
中精准快速“查人找物”问题。

“比如被执行人西宁市某公司，我们在
电脑前仅用 8 个小时就控制了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持有市值达 9000 余万元的巨额股
票。”深圳市中院执行局实施处副处长张俊
斌说。

记者了解到，在财产查控方面，鹰眼查控
网已与 44 家协助、联动单位联网，财产查控
种类扩展到 28 项，基本覆盖了被执行人的记
名财产；在人员查询方面，该网可以查询被执
行人多方面的个人信息，并可据此实施机场
安检布控、手机轨迹定位、身份证临控定位等
控制功能。

“对症良方”展现强

大威力

“‘一网两台’查人找物，如同
病症找到‘良方’，让强制执行展现
出强大威力。”深圳市中院院长万
国营说。

统计数据显示，五年间，鹰眼
查控网累计查询到财产近 971 万
项，让约 440 亿元的现金回到债
权人口袋。累计人员查询 29473
人次，人员控制 3542 人次。

譬如，深圳法院曾仅用 4 个
小时就完成了对某黑社会组织
134 名成员的财产查控。

与此同时，法院人力成本也
在减少。“在司法查控的人员方
面，我们已由 50 多人精简为 7
人。”万国营说，极光集约平台帮
助执行法官一次性实施多个相近
或同类任务，最大限度地整合数
量庞大、重复率高的事务性工作；
速控平台运行三个月内，自动生
成并发送文书两千多份，节约盖
章一万多次。

如今，在强大的威慑力面前，
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
增多。丁健说，今年 1 月以来，福
田法院共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297 人，已促成 1193 名被失信
惩戒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据统计，深圳全市法院执行
到位率已从 2012 年的 52 . 88%
提升到今年的 80 . 1%，执行办案
周期从六个月降低到四个月，执
行信访率下降了 63%。

主动惩戒迎接诚信 2 . 0

“在执行难问题上，深圳法院摸索到破解
之道。”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说，深
圳法院在失信者黑名单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创
新思路，对失信行为惩戒加码升级，使得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当前，执行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
在，多地在这个问题上探索新路子。比如公共
场合屏幕上公布“老赖”信息、推出“失信彩
铃”、悬赏执行保险以及限制贷款、招投标、注
册公司等创新手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随
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交往半径扩大，流动
性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已被陌生人社会所
取代，以道德号召、舆论谴责为主维系社会诚
信 1 . 0 模式逐渐失灵，现代社会需要一套与
之相匹配的维系诚信的 2 . 0 体系。

“那就是要进一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把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
束结合起来，让消极性的禁止变成主动性的
惩戒，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构建起不愿
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陆杰
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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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高亢、季小波)新能源汽车是国家确定的新兴战
略产业，在快速崛起的同时，正面临发展中的诸多痛
点。记者调研发现，如何引领中国占领此行业的全球
制高点，实现中国汽车产业“变道超车”的目标，仍需
要在久久为功上下功夫。

自主品牌为主迅速崛起

2016 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交集团购买了 66
辆新能源公交客车，目前平均每天运送旅客 40 万人
次。总经理助理刘葆春算了一笔账，每天每辆纯电动
公交车比燃油车节省费用 80 元，8 米长客车减少碳
排放相当于每年植树 124 万棵。

这 66 辆新能源客车，采购自郑州宇通客车有限
公司。宇通产品经理赵伟介绍，宇通 5 年来共卖出新
能源客车 6 万多辆，仅 2016 年就卖出了 2 . 6 万辆
电动客车。

“十二五”以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介绍，
五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从不足 5000 辆发展到
51 万辆，保有量从 1 万辆提升到 100 万辆，占全球
的一半，居世界第一。

北汽福田北京欧辉客车分公司副总经理秦志东
回忆，企业 2008 年造出第一批新能源公交客车时，
没有国家补贴，新客车比燃油车节省 30% 运营成
本，在广东赢得市场。目前，福田欧辉在全国累计销
售了 1 万辆新能源客车，运营在河北、江苏等省份的
公交线路上。

北汽集团 2009 年 11 月成立新能源公司，起初只

有 20 多人的筹备组。当年冬天造出第一辆纯电动
车，测试时车辆时常半路趴窝，司机冻得发抖。“当
时没有技术标准，完全靠自己摸索，我们把燃油车
的发动机拆除了，装上电池，造出了第一辆电动
车。”北汽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张勇回忆说。如今，
北汽新能源公司已经发展到 3000 多人，去年卖出
电动小轿车 5 万辆，今年有望达到 15 万辆。

一个新兴的核心工业产业链正在崛起。据张
勇预测，到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将达到 200 万
辆，仅生产环节的年产值就达 5000 亿元，整个产业
链则超过上万亿元。预测未来，中国自主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有望取代现有的西方垄断核心技术的传
统汽车工业，成长为国民经济新的强力支柱产业。

我国的电动客车在国际汽车产业有一席之
地。厦门金龙的客车卖到了 167 个国家，河南宇通
的客车也卖到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长中遭遇的烦恼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异军突起中，也遭遇
到“成长中的烦恼”。

目前，传统燃油车认证项目主要有公告、环保
和 3C，这三项认证体系规范，要求明确。新能源
汽车除以上三项外，还增加了推荐目录、免税目
录、环保信息公开、燃油消耗量报送、安全技术标
准等认证项目，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

“我们的第一任务是跑证，准生公告、油耗、等
级目录、安全技术标准等，大认证里套着小认证，
加起来有几百个。”沈阳华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炬说，“用强制认证来保障车辆质量合

格，是必要的。有些重复的认证可否进行简化？”
“希望政策相对稳定，勿频繁变动。如电池一

项，有关部门的标准每升级一次，企业要从产品研
发、设计等全链条重新做验证，需花费几百万元。”
北京恒誉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永
跃说，政策要既能适应技术进步的变化，又能让企
业稳步发展。

如何卡住骗补？2016 年年底，有关部门下发
通知，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车
辆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 3 万公里，从 2016 年开始
执行。“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有的企业开着空车跑
里程。通勤类的班车、校车每天跑几十公里，一年
也跑不到 1 万公里。”在客车行业从业多年的销售
员马格建议，可否增加政策的针对性，由有关部门
具体监督车辆使用情况。

厦门金龙集团品牌经理马文雄也希望补贴政
策能稳定。他说：“每年都是快到年底时才出台当
年的补贴细则，这就导致厂家前大半年吃不饱，后
两个月应接不暇，而电动客车生产备料最快也需
要一个月时间。”

政府的“手”扶得要“稳”

这是一个技术剧变、市场风云变幻的行业。面
对复杂繁复的局面，业界期待政府扶持的“手”更
稳健。

范永跃分析认为，对于自主品牌而言，新能源
汽车的国际竞争已拉开大幕，单纯靠补贴生存的
车企必将被淘汰，市场环境将迫使自主品牌不断
推进技术进步和服务提升。

张勇指出，老百姓购买新能源车仍然顾虑多，
充电难、续航短、性能不稳定等问题仍待攻克。希
望政府对自主品牌车企的技术创新给予更大力度
的支持，这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产业在国际竞争
中面临的核心问题。

珠海银隆新能源产业园产品经理薛成建议，
政府部门要在制定基础门槛认证上下功夫，其余
的给企业留出创新空间。以电池为例，目前，蓄能
更高、续航里程更长的固体电池、液体电池、石墨
烯电池正在研究中；换电、充电、快充、慢充等充电
方式也各有优劣，标准不宜过细。

“企业进入市场的产品与报批的是否一致，质
量合格不合格，安全是否有保障？”山东一家客车
运营公司的负责人说，政府不能一批了之，更要加
强监管短板。

政府的手还要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董扬说，
我国已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19 . 5 万个，面对 100
万辆纯电动车的需求，最少要建到 30 万个桩，才
能满足需要。

“从传统汽车领域变道到新能源汽车，必须耐
得住寂寞，看得清差距，盯着国际一流，一步一个
脚印，才能实现‘变道超车’。”张勇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变道超车”
既需要政府的“手”扶得更稳健，也需要企业不断提升技术和服务

“十二五”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五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从

不足 5000 辆发展到 51 万辆，保有量

从 1 万辆提升到 100 万辆，占全球的
一半，居世界第一

到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将达到

200 万辆 ，仅生产环节的年产值就达

5000 亿元，整个产业链则超过上万亿元

未来，中国自主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有望取代现有的西方垄断核心技

术的传统汽车工业，成长为国民经济新的强力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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