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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日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会同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
管总局等部门公布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的第二批成
果。分别是：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深入
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严
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坚决取缔“黑工
厂”“黑作坊”“黑窝点”。专项整治开
展以来，全国共侦破食品犯罪案件
5753起，捣毁窝点3568个，打掉犯罪
团伙133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279
名，总案值86.7亿元。

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
解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
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成分问题。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各地共检查生产
经营主体786万家次，查处生猪私屠
滥宰、农药兽药隐性添加和农产品药
残超标等问题2.2万起，责令整改4.3
万起，取缔无证照企业953家，吊销证
照企业187家，销毁问题农产品和假
劣农药兽药770余吨。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
治，严肃查处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
规销售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各
地共检查生产经营主体94万家次，责
令整改7871起，查处违法问题4977
个，涉及金额1.8亿元；其中，查处保

健食品标签标识问题1937个，虚假违
法保健食品广告1062个，保健食品虚
假宣传问题1404个，传销和非法直销
问题393个，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问题
181个。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问题，坚决纠正生态环境保
护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问题，坚
决纠正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2019年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受理群众举报问题1.89万件，已办结
1.14万件，处罚金额约2.32亿元，立
案侦查156件，行政拘留36人，刑事
拘留69人，问责346人，解决了一批
垃圾、异味、噪声、扬尘以及水体黑臭、

污水直排、毁林毁草等群众身边的生
态破坏问题；组织核查涉及“一刀切”
环保举报问题27件，对调查属实的问
题公开通报，发挥了极大的警示、震慑
效果，生态环保“一刀切”问题得到有
效遏制；纳入专项整治的2108个河湖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已完成整
改销号1310个，侵占河湖、阻碍行洪、
破坏河势稳定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一批群众关注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解决农村生活供水工程、宽带网
络和农村公路等正常使用及日常维护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
来，以县为单元，逐村逐工程开展农村
生活供水基础设施排查，即知即改、随

查随治，已恢复正常供水工程1065
处，受益人口83.85万人；新解决3122
个行政村4G网络覆盖问题，部署2.16
万个4G基站建设任务；应对台风、暴
雨自然灾害，出动保障人员43.6万人
次，恢复受损基站19.1万站次、光缆3
万公里；完成农村公路“畅返不畅”整
治里程超6.2万公里，解决1.5万多个
村庄出行不便问题，把“烦心路”变为
群众“连心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将会同专
项整治各参与单位，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专项整治
往深里抓、往实里做，真刀真枪解决问
题，以整改的实际成效继续回应群众
关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
第二批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记者
陈炜伟 周蕊）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10日闭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此次进博会交
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
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

孙成海在当日举行的第二届进博
会闭幕新闻通气会上说，第二届进博
会延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共
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8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50万名境
内外专业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展览
面积达36万平方米。截至10日中午
12时，累计进场超过91万人次。

本届进博会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孙成海说，与首届相比，企业商业展规
模、质量、布展水平均实现了新突破。
据初步统计，全球或中国大陆首发新
产品、新技术或服务391件，高于首
届。进博会正逐步成为各行业新产

品、新技术发布和交易采购的首选平
台。与此同时，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共
举办380多场配套活动。

5日，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举行，由
开幕式主论坛和 5场分论坛组成，
4000多名来自全球政商学研各界嘉
宾出席。

此外，本届进博会展会服务更加
优质。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华源介绍，
上海在主要口岸开设了进博会服务专
窗和专用通道共计125个，全天候服
务进博会人员及展品进出，通关效率
较首届提高62.5%，最快展品通关只
需15秒。

“进博会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持续提升，作为新时代国际合作重要
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进一步增
强，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作出新
贡献。”孙成海说。

第二届进博会闭幕 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0日在上海
闭幕。多国政界、企业界人士和国际
组织官员对中国成功举办本届进博
会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进博会为各国
提供了独特的展示和交流平台，中国
扩大开放的务实举措和持续优化的
营商环境，为各国提供更多新机遇，
增强了世界与中国共同发展的信心。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首都基加
利说，卢旺达对中国举办进博会感到

“非常高兴”，卢旺达和其他非洲国家
希望能通过进博会增加贸易收益。

白俄罗斯工商会会展事务部主
任沙哈诺维奇表示，第二届进博会的
规模之大、参展国家之多，足以证明
世界各国对同中国开展合作的兴
趣。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

都十分欢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
哥斯达黎加出口商商会官员劳

拉·博尼利亚说，进博会的规模令人
叹为观止，进博会是向中国消费者展
示哥斯达黎加产品的橱窗，今年参会
的哥企业数量相较去年翻了一倍。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充满无限商机，
哥企业将继续参加今后的进博会。

率团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美国
华盛顿州商务厅厅长莉萨·布朗表
示，进博会是世界维护和加强与中国
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世界与中国这个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快速增长的消
费市场进行对接的绝佳机会，华盛顿
州企业借此可以在华巩固现有市场，
开拓新市场。

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盟主
席维塔利·曼克维奇说，进博会是中

国奉行开放贸易政策的鲜明例证，中
国积极邀请全球企业进行合作、向中
国市场供应产品。进博会是外国企
业进入中国的一扇“大门”。

巴西贸易与投资促进局农业总
监伊戈尔·布兰当说，中国消费者对
优质农产品和食品的消费需求很高，
这正是巴西在本届进博会上的工作
重心。进博会是巴西企业非常重要
的展示舞台，明年将组织更多巴西企
业再来进博会。

加纳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卡洛
斯·阿亨科拉说，进博会给加纳展商
带来了订单，期待未来能与中国有更
多合作。进博会对非洲国家来说是
莫大的机遇。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合设机
构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阿兰查·冈

萨雷斯在上海表示，中国市场消费需
求巨大，进博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
冈萨雷斯对进博会的未来充满信心，
希望进博会在规模上越办越大，在深
度上越办越好，在生态上越办越绿色。

韩国希杰集团中国总部副总裁朴
恩模说，通过参加进博会，希杰集团得
以更深入了解中国消费市场。中国实
行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持续
出台大幅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中国越
来越开放的姿态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
境，让外企在中国发展越来越有活力。

瑞典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大中华
区经理戴维·黑尔格伦（中文名霍伦
伟）表示，中国正在不断兑现扩大开
放的诸多承诺，进博会给瑞典企业和
机构带来满满的获得感。瑞典企业

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落地、营
商环境不断改善的直接证明。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美问题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表
示，进博会的举办凸显了中国深化改
革开放、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决
心和意愿，“这令人振奋”。进博会象
征着中国致力于向更平衡的投资和
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过渡。

率团参加本届进博会的捷克众
议院主席拉德克·冯德拉切克高度赞
赏中国在进博会上释放的将进一步
扩大开放的强烈信号，认为进博会为
各个国家和企业提供了独特的展示
和交流平台。捷克能够借助这个平
台找到合作伙伴，加强与中国乃至世
界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

增强世界与中国共同发展的信心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成功举办第二届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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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11岁了
来看看这些成长的变化

新华社杭州11月10日电（记者张璇 王俊
禄）“双11”，今年11岁。从“光棍节”的代名词，
逐渐演变为全球制造商和电商深度参与的消费者
狂欢日，“双11”茁壮成长，展现出中国消费市场
和经济的潜力和活力。

——数字之变：销售额从0.5亿元猛增至去
年的2135亿元。

2009年的“双11”，销售额是5200万元，27
个品牌参与活动。

2018年天猫“双11”的最终成交额锁定在
2135亿元，物流订单突破10亿，18万个品牌参
与，200多个品牌成交额过亿元。

2019年“双11”将至，电商平台天猫披露，全
球超过 20 万个品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2000个进口品牌将深度参与。

——市场之变：从“买全国”到“买全球”。
从刚开始的“买得到”，到“买得好”“边买边

玩”，再到现在的“跨境购”“智能化体验式购物”，
电商购物的不断升级，也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
缩影。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智利车厘子、泰国榴
莲、越南火龙果……正在深入三至五线城市和
县域地区。据天猫国际数据显示，县域地区跨
境电商的渗透率从2014年的1%，增长到2018
年的7%。

——模式之变：线上线下从“冲击”到“共振”。
2015年前后，一些实体店关门，电商“冲击

论”甚嚣尘上。经过多年的合作与发展，如今，线
上和线下深度融合，变成了“一家亲”。

新零售时代，互联网电商巨头纷纷开始线下
布局，收购大型商超、加盟社区小店等。与此同
时，不少实体零售积极拥抱线上，商品价格统一、
玩法统一、互动形式统一，惠及线上线下消费者。

——效率之变：快递从“下周见”到“今日达”。
多年前，“双11”被吐槽最多的就是“我的快

递怎么还没到”，如今，这样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少，
快递运送不断加速度。而这背后，是快递业的智
慧转型。

业内人士分析，数智化的电子面单也助推快
递行业进入自动化、智能化的爆发期，快递自动化
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

北金牛座流星雨
13日迎来极大

新华社天津11月10日电（记者周润健）天
文专家介绍，北金牛座流星雨13日将迎来极大，
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可见明亮“火流星”。

在流星雨界，有一对著名的“双胞胎”——
南、北金牛座流星雨，分别在 10 月和 11 月迎
来极大。天文资料显示，南、北金牛座流星雨
的活跃期很长，从 9 月下旬一直持续到 11 月
下旬，由于辐射点赤纬较高，北半球的观测条
件较好，因此它们也被称为贯穿北半球秋天的
流星雨。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说，由于来源同为2P恩克彗星抛出的尘埃团，这
对“双胞胎”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流星体
速度较慢，亮度高，颜色偏白且常有明亮的“火流
星”出现等。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北金牛座流
星雨的赤纬要高10度多，而且在时间上要推迟1
个月。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的北金牛座流星雨将在
13日迎来极大，其辐射点在金牛座的昴星团附
近，整夜可见，对北半球的观测非常有利。

“极大前后几天，只要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
的公众在做好保暖的同时，可选择远离城市灯光
干扰的地方，找一处面朝东南方天空的视野开阔
处，从22时开始抬头耐心眺望，或许就能目睹到
美丽且明亮的‘火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优雅地划
过夜空。”赵之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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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交通银行行长任德奇在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时期扩
大进口与贸易便利化”论坛上表示，交行
持续发挥总部优势及与生俱来的“创新
基因”，全面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品服务创新。

任德奇认为，贸易便利化对银行
服务便捷化和高效化提出了更高要

求，交行全面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全球一体化服务能力，加快
科技赋能，开展高水平贸易便利化试
点，依托自贸区试验田加大金融创新，
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新业态、新需
求，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交
行力量。

据介绍，交行与全球127个国家地

区的1066家境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
系，在全球17个国家地区设立了23家
境外机构，服务全球贸易和投资。通
过不断深化境内外和本外币联动，三
季度累计实现国际收支1.55万亿元人
民币。交行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和企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建设项目200余个，与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率先开展行间贷款联动，
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立面向东盟的特色
专营机构。

交行开展高水平贸易便利化试点，
落地贸易收支电子单证审核、货物贸易
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等措施，节约企业
单证准备和审核时间50%以上。积极参
与单一窗口在上海、深圳等地线上特色

业务创新，推出在线贸易融资服务，真正
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截
至9月末交行上海单一窗口签约客户数
上海市名列前茅。落地“区块链+贸易
金融”创新，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
证和资产证券化平台，业务处理时间平
均缩短3-5天。

在自贸区创新上，该行通过参建

自贸区新型开放高地，不断加大创新
力度。成功落地上海自贸区新片区首
笔自由贸易账户离岸转手买卖业务；
推出新片区综合服务方案，创建实施
负面清单授信准入管理模式。在上海
市金融办发布的 2019 年第二批新增
自 贸 账 户 名 单 中 ，交 行 账 户 占 比
60%。

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服务贸易便利化

交通银行持续发挥总部优势与“创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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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紫，残疾右手书写完整人生
近年来，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致力于将就业服务覆盖残疾人
群体。在其鼓励和帮扶下，我省涌
现出一批残疾劳动力就业创业典
型，他们用勇气、毅力和汗水谱写
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为展现
残疾人的就业创业风采，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推出残疾人就业创业典
型系列，希望鼓励更多残疾劳动力
走上光明的就业创业之路。

编
者
按

杨大紫是一名肢体残疾人，幼时的
一次意外让他的右手受到严重创伤，只
留下半截手掌及大拇指和食指。然而巨
大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汉子，他坚信，
通过不懈努力，自己一定会赢得新机
会。如今，倔强的杨大紫经过多年的努
力，终于从人生的低谷站了起来。

杨大紫1972年出生在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儒杨村，两岁那年，他误把右手伸

进高速运转的谷子脱粒机里，从此，他右
手手掌只剩下一个大拇指和食指。

中学毕业后的杨大紫因为考不上大学
而在家待业。“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干不了很
重的农活，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段日子
我的人生有点迷茫。”杨大紫说，但是自己没
有因此消沉，而是四处寻找合适的工作。

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他考取了农
用拖拉机驾驶证，并购买了一辆拖拉机运

货，开始养家糊口。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农用拖拉机没有了用武之地，他再次失业。

失业、身体残疾、家里孩子生活读书
需要用钱……这一切压得杨大紫喘不过
气来。一时间，他接受不了这残酷的事
实，将自己关起来不与外界接触。

最终，不服输的杨大紫把所经历的
不幸看作人生的转折点，重拾生活的信
心后，他便投入到打工和创业之路中。

之后，他打过多次零工，也进行过创
业。虽然不稳定，但总能马马虎虎过日
子。杨大紫说，只要自己向前走，总会遇

到合适自己的工作。
2014年，他得知海口市鲁能希尔顿酒

店招聘保安，就参加了应聘。虽然身体残
疾，但他的精神及经历最终打动了酒店管
理层，杨大紫如愿成为该酒店的一名保安。

虽然是一名残疾人，但杨大紫深知
“责任和担当”，上岗5年多来，他一路坚
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在工作中兢兢业
业。态度严谨、为人礼貌、处事真诚……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他付出了比健全人
多几倍的努力。

经过几年的拼搏，他的付出终于得到

回报，杨大紫升为该酒店唯一一名残疾人
主管。工作稳定了，收入也稳定了，孩子们
的读书生活费用也落实了。靠着这股拼
劲，这几年来，杨大紫和妻子不仅养育了3
名儿女读书毕业，还在老家盖了房子。

如今，杨大紫成为美兰区肢残协会
的副主席，他经常参加残联组织的文艺
下乡活动。杨大紫说，虽然命运的不公
平让自己落下残疾，但只要能够坚定信
心，克服困难，就一定能找到合适自己的
位置，找到自己发光发亮的地方。

（策划 撰文/洪祊能）

关注残疾人就业创业典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