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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东、屠国玺、成欣)“忙完这一两个月，
我们这一年大部分的收入就有了。”当
下正是 5月底，水蒿坪村党支部书记高
清明每天都在茶叶合作社里忙活。

“茶叶要摊薄一点，脱水效果才
好。”高清明拿起一簸箕摊晾过的新鲜
茶叶倒入炒茶机。炒茶机隆隆作响，炒
制好的新茶香气四溢，他眼中满是丰
收的期盼。

水蒿坪村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文县
碧口镇，是西北少见的茶村。据史料记
载，碧口镇种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到唐代。水蒿坪村里，还能看到数株历
经岁月沧桑的野生茶树和大山丛中的
“北茶马古道”通路遗迹。

但过去茶在深山不为人知。陇南
地处秦巴山区深处，交通不便、道路难
行，让这里的人守着包括茶叶在内的
丰裕物产，却难逃“富饶的贫困”。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试种至今，
现在村里 133 户人，家家有茶树，村里
的 2410 亩地已全成为茶园——— 茶叶
不仅成为水蒿坪村的绿色产业，还撑
起了村民的脱贫致富梦。村里的茶叶
合作社已经有 76 户群众参加，合作社
组织专家培训农户茶叶采摘、除草、修
剪、施肥等方面的知识，统一收购、统
一加工、统一销售。

高清明说，“龙井 43 号”是村里的
主打产品。“清明节前价格最高的时
候，新茶每斤能卖到 2400 元。”村里出
产的茶叶每年都不够销，每户的茶叶
净收入能超过 2 万元。通过茶产业，水
蒿坪村的大部分贫困户告别了贫困。

穿越水蒿坪村一层层墨绿的茶
垄，不远处是村民忙碌采茶的身影。沿
着山路蜿蜒而上，不到 10 分钟，就来到紧邻的马家山村，这
里的村民个个也是种茶的好手。

马家山村掩映在青山茶园中，10 年前汶川地震中受灾
严重。当时村里有人提出把茶树砍掉腾出地方重建新房，但
经过一番讨论后，村里还是决定把茶园保住，采取了更费时
费力的原址重建。

现如今，村里的茶产业被做大做强，不仅茶叶收入年年
增加，绿色茶园的好环境还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被村民保
留下来的茶园成了他们脱贫增收的“宝贝”。

“去年马家山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 8000 元，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一定不落后腿。”站在茶园
里，马家山村委会主任马明话语间信心满满。

绿色发展带来了良性互动和循环。文县茶叶主要分布
在海拔 600 米至 1560 米之间的自然保护区边缘的山地之
中，环境好、无污染。种茶需要好环境，保护好青山绿水已经
成为村民们的共识，人人都成了护林员。同时，这里茶园良
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以良好生态为依
托的乡村旅游也得到大力发展。

碧口镇镇长肖辉介绍，碧口镇下辖的 12 个村当中，9
个村是宜茶区，茶叶收入占到群众收入的七成以上。茶村依
靠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农家客栈、乡村农家院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收入也增加了不少。“绿色的茶园经济，已经
成为我们的首位产业。”肖辉说。

穿行在这些西北山村的翠绿茶园，“茶好，生态好；生态
好，茶更好”的绿色发展正在循环，乡村振兴正在生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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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青流万向—全球可持续发展升级发布会”
在京举行，京东物流“青流计划”全面升级为 2 . 0 版。“青流
计划 2 . 0 版”从聚焦绿色物流、关注生态环境，扩展到助力
人类可持续发展，共建绿色生活空间，倡导包容人文环境及
科学发展的经济。

2017 年 6 月，京东物流提出“青流计划”，联合多家品
牌商，从减量包装、节能减排、绿色物流技术创新和应用等
多方面入手，推动物流行业的“绿化”。

京东物流首席执行官王振辉在发布会上表示，京东倡
议合作伙伴低耗制造、使用清洁能源，预计到 2030 年将实
现减少碳排放 10 亿吨；同时希望通过制定相关举措促进绿
色发展，如对新能源汽车运输入仓实施绿色通道制度，对低
能耗、低污染生产企业的产品实行优先采购制度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官员蒋南青在发布会上
表示：“我们希望‘青流计划’能够引导消费者，并通过供应链和
价值链向上下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的共同行动。” (董群)

“青流计划”全面升级

助推物流产业“绿化”

据新华社南昌 5 月 26 日电(记者陈毓珊)江西南昌的中
山路与象山路交界处，是城区人流、车流量最集中的地段之
一，也曾是共享单车企业争抢的“地盘”。记者近日到这片区域
采访发现，原本杂乱的地铁口、人行道，如今单车整齐排列。

“不久前我们开始在象山路路段试点施行‘路长制’管理
共享单车，才有了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南昌市东湖区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胡杰说，施行“路长制”，企业
各自负责“承包”的路段，规范该路段内所有共享单车的停
放，合理规划共享单车停泊位及投放数量。同时，在地铁口、
医院、学校等区域设置禁停范围和疏导区，实现“投放有数，
疏导有序”。

“以往，对违章共享单车的处罚方式无非‘暂扣’与‘罚款’
两种。前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后者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胡
杰说，执法队员长期给共享单车企业当“保姆”，将大量精力
耗费在对共享单车的巡查、管理、摆放上，难以“治本”。

青桔单车南昌负责人郭宏建认为，规范投放管理是共
享单车企业的发展趋势，“规范共享单车管理，不仅事关城
市面貌和百姓获得感，也大大减少了共享单车的损坏率，降
低了企业运维成本，可谓‘双赢’。”郭宏建说。

江西南昌推“路长制”

破解共享单车“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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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26 日电(记者李凤双、
王建、管建涛)过去，养蜂人常年在外流浪，露
宿山野，追随各地的花期，一路奔波劳累。如
今，在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
了龙头企业带基地、基地连蜂农的东北黑蜂产
业格局。蜂农们加入养蜂合作社，将小黑蜂发
展成一项大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11365 平方公里，超过了饶河县县域面积。行走
在保护区内，不时会看到穿行林地间的黑蜂以
及在路边放养黑蜂的蜂农们。

为了保护黑蜂种群，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有专门的检查科，主要工
作就是巡查、监管外来物种。

饶河黑蜂集团董事长江威很早就开始
关注东北黑蜂，牵头成立了饶河县饶峰养
蜂专业合作社，将当地分散的蜂农组织起
来，为他们提供蜂具、蜂药等物资支持，并
对蜂农进行蜜蜂养殖的技术培训，全面提
升了黑蜂的养殖水平，蜂蜜产量获得大幅
提升。

今年 64 岁的李宝山是饶河县饶河镇
人，2000 年时李宝山下了岗，两个孩子都要
上学，家里一下子窘迫起来。为了养家，李宝
山出门打工，开过出租车、送过货，直到加入
饶峰养蜂专业合作社，日子才逐渐改善。李
宝山说：“我现在有 70 多个蜂箱，一年收入
五六万元。”

饶河县饶峰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
淑芝说，他们每年和县里 100 多户蜂农签订
收购合同，几年来每吨蜂蜜的收购价总是高
于市场价，保障了蜂农的利益。同时，合作社
还向蜂农免费或低价提供蜂箱，免费提供技
术。

饶河县饶河镇昌盛村的养蜂人唐建东
去年共养 118 个蜂箱，其中有 18 个蜂箱是
饶河黑蜂集团赠送的。唐建东说，全村共有
17 户养蜂人，自家的养殖规模最大。

每个蜂箱产蜜收入在 700 元-800 元之
间，唐建东一年的收入有七八万元。对未来
增收，唐建东充满信心地说：“以后的日子会
更加甜蜜，就像咱养的黑蜂产的蜜一样。”

据昌盛村村主任李亚臣介绍，去年饶河
黑蜂集团开展黑蜂产业扶贫，以整村为帮扶
对象，和昌盛村签订了帮扶合作协议，共免
费发放 97 个蜂箱。

“蜂箱是个很重要的成本，每个蜂箱 200
多元。免费发放蜂箱，有助于提高大伙的养
殖积极性。”李亚臣说。

据江威介绍，除了帮扶昌盛村，今年又
将饶河县西林子乡柳兰村纳入帮扶对象，并
且改变了帮扶方式。

“今年我们对这两个村发放的蜂箱，收
取一半的钱，收上来的钱，全部分给贫困户，
更好地带动贫困户通过发展黑蜂养殖实现
增收脱贫。”江威说。

黑龙江饶河：小黑蜂“酿”出甜蜜生活

新华社长沙 5 月 26 日电(记者张玉洁、高
文成)近日，网上流传“游客到凤凰游玩时被强
制拉到游客服务中心要购票才能进入古城”的
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湖南省凤凰县旅文局回
应说，网传消息与事实不符，凤凰县正在开展
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团队车辆进入
游客服务中心接受旅游安全检查后即可进入
古城。

记者了解到，25 日多位网民微博爆料称，
在凤凰游玩时被驱赶至游客中心，要求所有游
客缴纳 50 元古城维护费，否则不准进入。有导

游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湖南境内旅行社 24 日
收到通知，要求次日所有团队车辆都要先进
入凤凰游客服务中心，导游要先到服务中心
购买景区门票，收费方式为“凤凰九景套票”
或“南华山+农家船”每人二选一，必须选择线
路购票，否则不能进入凤凰县城境内。

凤凰县旅文局局长冯传良告诉新华社记
者，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合
法权益，凤凰自 5 月 24 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重点针对旅行社、
涉旅从业人员，旅游购物、餐饮、酒店、客栈，

旅游客运和演艺、照相市场等方面进行检查
和整治。

“网上所说所有团体车辆必须进入游客
服务中心实为旅游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旅游车辆是否安全，导游要人证相符、团队行
程应与行程单相符、团队收费应与提供旅游
产品匹配等方面。”冯传良说，古城并不收费，
凤凰境内其他景点游客可以根据需求，自由
选择购买门票。

针对游客反映的因为检查导致游客服务
中心滞留车辆较多一事，冯传良表示，专项行

动 24 日才开始，将从前的分散检查变为集中
到游客服务中心检查，未来会根据车辆和游
客的数量，调整检查方式，比如车辆多时可提
前放行，再进行抽查或采取定点检查等，避免
游客和车辆滞留的情况发生。

据悉，凤凰古城是湖南著名旅游景点之
一，游客进入古城是否收取门票一直备受外
界关注。2013 年 4 月 10 日，凤凰古城开始围
城收费，每张门票售价 148 元，2016 年 4 月
10 日起，凤凰古城取消围城收费，门票“一收
一停”均引发舆论热议。

网传“凤凰古城再度收取门票”与事实不符
凤凰县回应：团体车辆须进入游客服务中心实为安全检查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乌梦达、樊
攀)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了解
到，北京市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直管公
房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核心区历史
文化街区平房腾退和修缮工作中，鼓励承
租人自愿交回直管公房使用权，对完成腾
退的房屋应及时恢复胡同四合院原有布
局。

据介绍，直管公房是指通过接管、收
购、新建等方式形成，在市、区两级房屋行

政主管部门或经政府授权的单位名下的公
有房屋。

《意见》指出，直管公房租金标准实行动
态调整，承租人不得擅自转租、转让、转借直
管公房，严禁直管公房违规转租转借。

为积极推动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腾
退和修缮，北京市鼓励承租人自愿交回直管
公房使用权；承租人申请交回直管公房使用
权并由经营管理单位收回的，经营管理单位
适当给予承租人货币补偿。承租人交回使用

权后，可以申请购买北京东城、西城区政府提
供的共有产权房或承租公租房，符合条件的
优先配售配租。对完成腾退的房屋，经营管理
单位应及时恢复胡同四合院原有布局。

此外，北京市将改善长期居住在核心区
历史文化街区自建房内居民的居住条件。对
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有本市户籍，本人及
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正式住房，自愿
拆除自建房并将户口迁出的，可由北京东
城、西城区政府直接配租公租房。

北京出新规推动核心区直管公房腾退

▲ 5 月 26 日，参观者在数博会上参观高速不停车移动支付系统。

当日，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此次大会以“数化万物，智
在融合”为年度主题，会期为 5 月 26 日至 29 日，参展企业 388 家，来自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 万余名代表和嘉宾参会。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数博会上的“黑科技”

新华社贵阳 5 月 26 日电(记者李黔
渝)于此间举行的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上，由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的“食品安全云”体系及各平
台应用显示，经过 4 年的建设，食品安全
云已建成面向政府企业、检验检测机构
等社会主体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体系，
互联网+检验检测体系，追溯认证体系和
大数据平台的“三体系一平台”。

到目前，食品安全云建成政府监管
平台和市场平台的 66 个系统，每个系统

紧密结合贵州省、市州、区县各级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的具体需求开发，建设服务于政
府使用的监管系统、企业自律的监管系统
企业端、社会参与的查询终端和食安测
APP 等平台。

在检测方面，食品安全云针对解决实
验室信息化管理开发系统，提升工作效率。
2017 年该系统已升级为全新一代的“互联
网+”检验检测信息系统 V5 . 0，以大数据、
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结合平台服务，实现了
无纸化实验室办公。

食品追溯认证系统正在为贵州“黔货出
山”提供服务，从食品生产、流通等流程上实
现监管，也可作为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让
监管变得智能化、信息化。如通过实时监控，
可以查看产品种植阶段，当天的风向、湿度、
温度等，不仅在原材料种植期就可达到监
管，还可以从如何加工、生产、经过哪些环
节、采购的是什么原料、流通到哪里、产品生
产后是否合格等，形成全面追溯。

食品安全云大数据平台数据显示，到目
前，“食品安全云”已积累了 5 . 6 亿条数据。

贵州发布“食品安全云”助“黔货出山”

据新华社沈阳 5
月 25 日电(记者孙仁
斌、丁非白、彭卓)“小病
不治、大病难医”的现
象在一些贫困偏远的
农村地区仍不同程度
存在，这也造成大医院
人满为患，基层医院
“门可罗雀”。地处辽宁
省西北部贫困地区的
铁岭县，正在摸索一条
县、乡、村分级诊疗、医
疗资源共享的路子，有
望破解这一难题。

在铁岭县熊官屯
乡小白梨村卫生所，50
岁的村医刘平正在给
村民登记健康档案。手
机铃响起，是村民陈岩
打来的感谢电话。前两
天晚上 9 点多，陈岩的
父亲陈殿宏突然肚子
痛得厉害，经初步诊
断，刘平认为病情紧
急，她通过手机 APP
很快帮陈殿宏挂了铁
岭县中心医院急诊号，
并描述了他的病情。

在去医院的路上，
陈岩收到了挂号成功
的手机短信，按照短信
提示，陈岩带着父亲到
医院门诊指定窗口领
取了转诊单，早已接到
转诊信息的大夫和护

士也已准备就绪。大夫马上为陈殿宏做了 CT
检查，诊断为肠梗阻，手术后病人正在康复。

“过两天就能转回到村里。日常的消炎、护
理，我这里就能做了。”刘平说。

在刘平的卫生所门口，贴着一张宣传画，
画上有手机号码，还有两句宣传语：“分级诊
疗：看病不排队，挂号不要钱。”

在铁岭县 14 个乡镇 216 个行政村的卫生
所门口，都贴有这样的宣传画。铁岭县卫计局
副局长王少飞说，通过推进全域分级诊疗，全
县 410 多名村医已经成为农村患者基层首诊
的主力军，当起了村民的健康“守护神”。

王少飞告诉记者，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
铁岭县卫计局引入了“渔歌医疗”云医院数字
管理系统。“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把村民、村医
和县、乡两级医院的医生、护士连接起来，村民
们到县里、到乡里看病可以走绿色通道，一不
用求人，二不用排队，还不用交挂号费，非常方
便。”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虽然使县医院患者增
多了，医生的负担并没有相应加重。县中心医
院普外科副主任谷海兴说：“患者的健康情况、
患病的初步诊断、后期的护理和患者疑难问题
解答，这些工作村医就可以代劳。我们可以腾
出时间研究疑难杂症。”

过去，“从县里偏远山区的村子到医院，远
的要走三四个小时。”王少飞说，为了让村民能
享受到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县里借助分级诊疗
平台在医疗机构间搭建了远程影像诊断系统。
一些疑难杂症村民可以在乡镇做检查，并由县
里、市里、省里的专家进行会诊。

借助分级诊疗平台，县、乡、村三级医院、
诊所的医生也加强了联系。新台子镇中心卫生
院的徐艳胜医生掏出手机进入分级诊疗平台，
上面显示了他和县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
娜关于特发性肺纤维化病症治疗和患者康复
护理的交流记录。

“以前有医疗问题不可能到县里医院问大
夫，现在我们有了技术交流的平台，这对我个
人能力是很好的提升机会。”徐艳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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