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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严打非法

制贩烟花爆竹

▲ 2 月 12 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民警和消防官兵将收缴的非法烟花
爆竹从临时存储点转移至专用储存库内。随着春节临近，上海警方加大了对烟花爆竹违法
犯罪的打击力度，对可能存有非法制贩、存储烟花爆竹的出租房屋、城郊接合部等重点区
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据了解，2017 年 12 月至今，上海警方共收缴非法烟花爆竹 5360 多
箱。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新华社南宁 2 月 12 日电(记者刘伟、钟泉
盛、徐海涛)“有人看到我帮扶手册里，每月收入
填了两三千元，都以为我填多了。”站在村头广
场上，年近六旬的广西天等县都康乡把孔村农
民覃冠球一席话让大家笑了起来。

天等县是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深度贫困县，
人均不到 5 分地的把孔村是当地贫困村之一，
全村至今仍有上百户贫困家庭。日前，一场分享
脱贫经验的“脱贫故事会”在这个小山村的小广
场上开讲。

“2016 年，村里帮我办了 5 万元小额贷款，
我就养了 200只兔子。”率先拿起话筒的覃冠球
说起自己的经历，“没想到，准备的饲料和兔子
产的崽，好多都给老鼠糟蹋了。”

“没技术还是不行。”吸取了教训的老覃，新
建兔舍，搞起专业养殖，短短一年多，养兔规模
就增至 1000 多只。

“卖了多少钱？”有村民问。
“一只卖了近 100 块钱，我也没想到，养

兔这么得钱啊。”老覃笑着说，“如果你们也想
养，可以跟着我，大家一起学。”

老覃话毕，62 岁的村民农培安接过话
筒。“他养兔，我养蚕。去年，我 10 张蚕赚了
8000 多块钱。”老农一上来就把收入交了底。
2015 年，当帮扶干部进村推广种桑养蚕时，
他对“养蚕脱贫”还不相信呢。

“当时我试着养了点蚕，结果第一批全死
了。”缺技术、观念旧、护理不到位，农培安结
合着失败的经历把养蚕经验一一分析给大
家。如今，靠着种桑养蚕，他家一栋三层新房
拔地而起。

两个身边的脱贫故事刚讲完，广场上的投
影屏幕穿插播放起当地电视台推出的脱贫宣
传片和扶贫励志小品。一句句鲜活的土话，把

脱贫细节讲得活灵活现，引得村民哈哈大笑。
欢笑之中，来自都康乡安康街的农爱珠

站了起来，介绍起她的“致富经”。这位村民眼
里的“女能人”，一直在外务工，2016 年返乡
创办了岩林庄景区。“休闲生态农业前景好，
大家可以来景区做工，也可以种蔬菜，一起搞
民宿旅游，一个月赚个几千块钱不成问题。”
她边说边招起了“工”，不少村民表示出了兴
趣。

夜色越来越浓，广场上炭盆里的火越烧
越旺，村民越聚越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个
新产业，养蚯蚓，这个容易上手，饵料可就地
取材，当年养当年有收益。”天等县的宏海蚯
蚓有限公司经理农国伟把产业课堂搬到了现
场。

晚上 8 点开始的“脱贫故事会”，不知不
觉过去了一个小时，担任主持人的把孔村第

一书记伍勤忠接过话筒：“本期故事会就到这
里了，想看宣传片的继续看，有想法的可相互
交流。”说话间，现场的县乡干部给村民们发
放调查问卷，请大家就县乡开展精准脱贫工
作提意见建议。

天等县委宣传部部长张雪奎告诉记者，
从去年 9 月至今，全县已举办脱贫故事会
180 多期，树立了 200 多名脱贫典型，带动种
养项目 15 个，在贫困村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脱
贫致富氛围。

“这个‘脱贫故事会’好，如果不是亲耳听
见，谁知道养几只小兔还能发财！”63 岁的多
佑屯屯长刘志明对记者说。

夜渐深，寒风依然在吹，气温也更低
了。村口的广场上，村民们似乎还没有离去
的意思，他们依旧围坐在炉火旁，聊着新年
新期盼。

分享致富经验 山村开讲“脱贫故事会”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记者罗沙)最高人
民法院 12日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审被告
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2007 年 12 月 25 日，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检
察院以衡检刑诉(2007)68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
人张文中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公款罪，
向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8
年 10 月 9 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张文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单位行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挪用资金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宣判后，张文中提出上诉。2009 年 3 月
30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一审判决对张文中单位行贿罪、挪用资
金罪的定罪量刑和诈骗罪的定罪部分；认定
张文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与其所犯单位行贿罪、挪
用资金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原判生效后，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先后向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
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决定
提审本案。

庭审中，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的辩护人就
诈骗罪和单位行贿罪向法庭出示了数组新的
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检辩双方对新证
据进行了当庭质证，对出庭证人进行了交叉
询问，并就庭前会议梳理的对原判存有异议

的证据，充分发表了意见。
法庭辩论阶段，检辩双方围绕原审被告

人张文中是否构成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
资金罪，原审同案被告人张伟春是否构成诈
骗罪，原审同案被告单位物美集团是否构成
单位行贿罪，进行了充分的辩论。

最后，原审被告人、原审被告单位的诉
讼代表人分别作了最后陈述。庭审充分保障
了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根据法律规
定和该案具体情况，合议庭决定择期宣判。

最高法公开开庭审理张文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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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准备登机。

立春以后，天山北麓某地气温依然低至零下三十摄氏
度，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抓住低温严寒天气，按
照新大纲在严寒条件下组织实战化训练。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中央纪委监
察部网站 12 日发布消息：日前，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君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刘君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用公款支付
个人费用；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谈话函询时
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谋

取私利，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其子利用本
人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依据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刘君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降为
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刘君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一场大雪，百亩水面上满是残荷，
让人想起诗人李商隐的诗句：“秋阴不
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这种别
样的美，丝毫不逊色于盛夏的“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2 月 7
日，走进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护河
镇兴禾村金色田园休闲农业产业园，
一对新人正在举办婚礼。新郎俞强说，
以前村子脏乱差，拍个婚纱照还要进
城，现在处处是风景，家门口就能拍出
好照片。

放眼望去，这个有 5000 多亩耕地
的村子确实像放大了的江南园林。“是
田园综合体改变了这一切。”护河镇党
委书记吴昊说，田园综合体是农村一
二三产融合的产物，也是重塑乡村环
境的建设体。

“田园综合体是乡村产业发展的
新业态，去年就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今年中央又接连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我们越干越有信心。”金色田园休闲农
业产业园总经理曹宜山告诉记者，他
在护河镇兴禾村土生土长，后来拎着
一把瓦刀闯世界，在外办起了建安公
司，掘到满满一桶金。如今，农村正在
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现代性因素的
持续冲击，传统农业日益萎缩，村庄环
境缺乏治理，他便决定回乡创业，打造
集循环农业、现代农业、农耕文化、旅
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一期规划的项目全部由曹宜山个
人出资，待一期项目投入运营后，农户
可以自主选择入股方式，也可以吸引
一部分社会其他资本注入，为二三期
规划的建设提供保障。

“百亩荷花观赏园只是这个田园
综合体的冰山一角。”金色田园休闲农
业产业园副经理孙俊一边介绍，一边
领记者参观起来。项目流转土地 5000
亩，计划投资 2 . 6 亿元建设资金，整
个产业园按三期规划为六大功能区：
农业景观区、休闲娱乐区、农产品生产
区、养殖区、农耕文化区、农副产品销
售区。截至目前，一期项目已基本完
成，投入 7000 多万元建设资金，项目
包括村落环境及水质治理、农业景观
区、休闲娱乐区、农产品生产区、水产品养殖区的建设。

由于田园综合体具有先天的生态特征，项目首先开展
了一系列环境整治工作，包括生活污水改道集中处理，修建
污水处理站 1 座；拆除脏乱茅厕 18 个，并按照旅游区标准
建设公共厕所 3 座；面对脏乱漂浮物满塘、水质发黑的水域
资源，通过将塘水抽干，清除淤泥、种植水草、放养螺蛳、定
期消毒等各种方式治理水质。同时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指导
下，修建涵闸 10 座，将周边水系全面贯通，定期对水质进行
检测，将水的 PH 值控制在 6 . 8-8 . 8 之间，通过不断的改
良，将水质治理到可以直接饮用。沿荷塘四周、道路两侧种
植各类花草树木，将原来的废弃土堆整理翻新，并铺植草
皮，实现了农业景观化、村庄景区化。

“作为乡村发展的新业态，田园综合体的样本意义在
于，运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手段，保护农民就业创业权益、产
业发展收益权益、乡村文化遗产权益、农村生态环境权益。”
马鞍山市市长左俊说。目前，马鞍山市各乡镇都涌现出一两
家田园综合体，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建设体和乡村产
业振兴的新力量。 (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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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在路口街头，上海公安研发的
多功能复合型电子警察能够实时抓拍闯红灯、
逆行、不礼让行人等 13种交通违法行为，让不
少司机的“坏毛病”“小侥幸”在一次次的依法严
管中纠正了过来。2017 年，上海道路交通事故
数和伤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 10 . 6%、10 . 9%
和 8 . 6%。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坦言：“在上海，只
要你守规矩，就会很安全；人人都守规矩了，城
市就不仅安全，而且有序畅通。”

数据汇集 让服务更细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世宝认为，在深入推
进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公安机关需要积极引入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携手打通数据孤岛和壁垒，
实现从多维感知到跨域互联、综合应用的转变。
而这一转变，不仅让公安工作的效率明显提升，
更是让广大市民从中受益，享受更细致、更便捷
的服务。

“现在的智慧警务真给力，了不起！”2017
年 12 月 25 日，年过六旬的张阿姨来到长宁区
虹仙居委，在“智慧城区警务民生服务平台”终
端机上输入自己的身份信息，惊喜地发现前几
天报警的入室盗窃案已经告破。

社区民警刘海清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终端
机，长宁区在 187 个居委会共安装了 260 余台。
通过接入市局门户网站的数据，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查询案件，咨询政策。这一平台包括警务信
息、权责清单、办案公开等 7 大类 36 项相关警
务内容，其中还包括长宁公安分局自行开发的
便民利民公共服务模块。

目前，上海全市已经建成市局、分局、派出
所三级网上“阳光警务大厅”，提供公开查询案
件 319 万余起，接入 69 项公安行政审批事项、
75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一口办理、一次申
请、一码查询、一站反馈”。

在上海，这样便捷的服务正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老百姓家门口。2017 年 12 月 27 日，来到
浦东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补办身份证的潘女士
成为上海首台“自助式居民身份证申请机”的首
位用户。按照机器提示，她只用了 3 分钟就完成
了身份核实、指纹采集、电子签名等申请步骤。
7 天后，新的身份证就直接快递到了家里，无需
她再往返派出所。

“我们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通过让信
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浦东公安分局人口办民警张锴自
豪地说。 新华社上海 2 月 12 日电

新时代上海开启

“智慧公安”建设

福建武夷山节前检查

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天山雄鹰”低温实战实训

▲ 2 月 11 日，武夷山市督查组工作人员在一家私人会
所检查是否有公款吃喝问题。“春节”前夕，福建省南平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财政、税务等部门组成
督查组，通过实地走访、查阅凭证、调阅记录等方式，深入农
家乐、大型超市、酒店等场所，重点对公款吃喝、公款送节
礼、公款旅游等问题进行督查，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邱汝泉摄）

（上接 1 版）2017 年交易的 2 . 1 万吨有 2
万吨是江西银行购买的。江西银行董事长陈晓
明说，购买二氧化碳减排量将用于抵消举办大
型会议、赛事所产生的碳排放，这是企业履行绿
色发展责任，也是助力江西探索“卖空气”实现
绿色发展新路。

抚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傅家科介绍，抚州
有 5 个县开发了碳汇项目，合作林地为 163 . 2
万亩，还有一些企业通过造林产生碳汇。

好空气能卖钱，源自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
进步。 2017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这对碳汇项目来说
是重大利好。“我们要让生态环境产生经济价
值，让百姓既享受绿水青山好生态，也共享由
此带来的经济实惠。”抚州市委书记肖毅说。

新华社南昌 2 月 12 日电

一吨空气能值多少钱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记者熊丰、
赵鹏)近期，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河北、湖
南等 11 个省区市公安机关会同当地食药
监管部门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利用互联网制
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摧毁一个覆盖全国的
庞大犯罪网络，抓获颜某等犯罪嫌疑人 76
名，打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窝点、黑工
厂 22 个，查获有毒有害食品 15 万盒，全案
涉案金额达 12 亿元。

据了解，2016 年 6 月，河北承德公安
机关接到群众举报称，服用从某电商平台
“仁合胰宝企业店”购买的“仁合胰宝”后出
现严重不适。该食品送检后，检出国家明令
禁止添加的违禁物质盐酸苯乙双胍。接到

河北公安机关报告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组成
专班督导推进，要求全面摸清犯罪网络、打掉
制假源头、全链条摧毁销售网络。

期间，公安部接到湖南省公安厅报告，怀
化市公安局正在侦办一起互联网销售“仁合
胰宝”案件。经研判分析，两起案件指向同一
制假源头，公安部决定并案侦查，由公安部挂
牌督办，统一指挥，集群作战。

经查，山东曲阜某化工公司负责人颜某组
织人员违法生产盐酸苯乙双胍、盐酸二甲双胍
等国家明令禁止在保健食品中添加的降糖类
高纯度原料药，以化工产品或医药中间体名义
非法销售给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或假药的黑工
厂、黑作坊。涉案“仁合胰宝”每盒生产成本不

足 5 元，“出厂价”12 元，批发价 40 元，电商平
台零售价 125 元，线下店铺零售价高达 300
元，犯罪链条各个环节均存在暴利空间。

据介绍，此类食品药品、保健品，因其非
法添加西药，往往在短时间内有明显“治疗”
效果，欺骗性很强，但由于非法添加的西药成
分未经科学配比，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有的食品本身没有安
全问题，但不法分子夸大宣传功能、效果，诱
骗消费者高价购买，甚至延误正常治疗。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
和慢性病患者，要通过正规渠道治疗疾病、购
买药品和保健食品，不要轻信互联网平台上
对保健食品效果的夸大宣传。

公安部指挥侦破一起特大

网络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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