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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还没整修好的泥土路上颠
簸。7 月 9 日上午，宁夏生态纺织园灵
武园区内，一边是建设中的工地，一边
是已投产的车间。宁夏中银绒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织机轰鸣，工人正
在忙碌生产。

“今年的订单情况不错，这批订单
是出口日本的。这是我们的 500 万件
针织一厂，这个园区共有 5 个这样规
模的工厂，设备是目前最先进的进口
电脑织机。”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晓军
告诉记者，中银绒业公司以出口为
主，产品远销意大利、英国、德国、
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谈起发展历程，公司董事长马生国
颇有几分自豪。这家公司成立于 1998
年，目前已实现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贴
牌向自主品牌的转变，形成从原绒到制
品的全产业链。2009 年，企业收购了
有 140 多年历史的英国邓肯纱厂，“加
速度”进行海外市场开拓，出口额从
2009 年的 7000 多万美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2.5亿美元。

羊绒有“软黄金”美誉，“世界羊绒看
中国、精品羊绒在灵武”。银川灵武市被
称为“中国羊绒之都”，年流通原绒7000
吨左右，约占世界的50%、中国的60%。

灵武古称灵州，是古丝绸之路重
镇。自晚唐灵州道开通，这里曾是北方
南下至长安的重要通道和中西交通的
主干线。如今，古老的城市焕发了新活
力，以世界最大的羊绒集散地和羊绒制
品加工基地闻名。

“灵武不产羊绒，也不是羊绒制品
的消费市场。羊绒产业的崛起缘于极

具开拓精神的经营者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灵武市羊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周振勇说。

买全球。上世纪 90 年代，万余名
当地经营者沿古丝绸之路西出新疆到
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北上蒙古国收购
羊绒。谈起创业艰难，嘉源绒业公司董
事长杨立功感慨万千，“那时我从亲戚
那儿借了几万元，常年在外收羊绒，风
餐露宿，多次破产，又多次站了起来。”
经过多年开拓，灵武拥有一批实力雄厚
的羊绒企业，占据了市场制高点。

卖全球。灵武企业最初出口原绒
和绒条，如今形成集山羊绒分梳、绒条、
纺纱、织衫、面料为一体的产业链，培育
了“灵州雪”、“菲洛索菲”等一批响当当
品牌，不少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2013 年，灵武羊绒园区实现产值 120
亿元，出口创汇近 3 亿美元，解决就业
近 1万人。

为 支 持 羊 绒 产 业 发 展 ， 2003
年，宁夏高标准建设了全国最大的羊
绒产业园区，之后又建设了中国羊绒
城，包括国家级羊绒及其制品检测重
点实验室和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
羊绒电子交易中心等。2012 年，宁夏
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灵武园区开建，
中银绒业公司计划投资 85 亿元建设
园 区 ， 达 产 后 ， 产 值 将 达 到 110 亿
元，解决 1 万人就业，是灵武羊绒业
前 10 年产值的总和，将带动当地羊
绒产业升级。

灵武市委书记李建军表示，“灵武
羊绒产业规模、总量在宁夏独占鳌
头，在国际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和竞争优势。建设生态纺织园，就是
要发展高端产品、占领产业高地，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羊绒高
端产品，推进产业集群升级，引领灵
武羊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羊绒之都”谋跨越
本报记者 拓兆兵 王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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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上午，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织机轰鸣，工人正在忙碌

生产。 本报记者 熊 丽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中央档
案馆 11 日公布了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
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富永顺太郎 1955年 2月-12月笔
供，他 1895 年生，日本福岛县人。1926
年-1931 年 1 月在哈尔滨日本内务事务
官石川银三的事务所任职。1939 年 6

月后，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课长、资业
局次长，总裁室交通地志室主事。

重要罪行有：
“我于 1938 年 6 月调任资业局第 2

交通课长”“在路警的名义下对旅客、当
然也对一般沿线居民进行了不可计量
的不法行为，后来路警完全成了对人民

的镇压工具”。
1941 年 12 月后，“因我兼任北京华

北交通株式会社本社警务局所属中央
特务班班长职务”“严格的监视取缔第
三国人特别是交战国英美法国的侨民”

“对于间谍嫌疑浓厚的人予以逮捕讯
问，其中三、四名送了上述日高机关。1

名是白俄，其他均为中国人”。
1943 年 10 月，“派遣日本技术人员

潜入西北地区作密探，搜集交通情报”。
1943 年，“发现美式重（型）轰炸机

B29型所用新基地，报告日本军”。
1944 年“制作京汉线南段铁路恢复

工事计划，协助日本军河南侵略作战”。

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公布的白酒产品中塑化剂风险评
估 结 果 显 示 ，白 酒 中 邻 苯 二 甲 酸 二（2— 乙 基 己 基）酯

（DEHP）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的含量分别在 5mg／
kg 和 1mg／kg 以下时，对饮酒者的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
水平。同时，鉴于 DEHP 和 DBP 是一种环境污染物，建议
企业进一步降低白酒中 DEHP和 DBP含量。

白酒中塑化剂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白酒中所
含 DEHP 和 DBP 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我国对白酒中
DEHP 和 DBP 限量标准是如何得出的？记者就这些问题
采访了相关专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李宁研究员介绍
说，DEHP和 DBP是目前塑料制品中常用的增塑剂(俗称塑
化剂)。由于该类物质属于外增塑剂，易于从塑料制品中溶
出，进入环境，对食品造成污染。经溯源分析发现，塑料管
道中的 DEHP 和 DBP 容易迁移至酒中，是导致白酒中存在
DEHP和 DBP的主要因素。

由于公众对白酒中塑化剂含量的影响存在忧虑，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根据国际通用原则和方法，充分利
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专项检测和监督抽检数据，依据
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和主要食品中塑化剂含量数据，对成
人饮酒者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估。

据了解，DEHP 和 DBP 在很多国家都被批准用于食品
接触材料，即可用于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的生产。目前，各
国均没有制定食品中塑化剂限量标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对于 60kg 体重的人来讲，每天摄入
3.0mg 的 DEHP 和 0.6mg 的 DBP 是安全的，这与欧洲食品
安全局评估制定的安全限量一致。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
专家组确定，白酒中 DEHP 和 DBP 的含量分别在 5.0mg/
kg 和 1.0mg/kg 以下时，对饮酒者的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
水平。

李宁表示，DEHP 和 DBP 急性毒性较低。动物实验表
明，DEHP 和 DBP 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啮齿类动物长期
摄入该类物质可造成生殖和发育障碍，但目前尚缺乏临床
案例及人体健康损害的直接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具有
致癌作用。动物试验发现，绝大部分 DEHP 和 DBP 在 24
小时至 48 小时内会随尿液或粪便排出体外。因此 DEHP
和 DBP一般不会在体内蓄积。

“对现有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绝大多数白酒产品的
DEHP 和 DBP 含量低于本次风险评估结果。在正常饮食
习惯下，只要白酒产品中 DEHP 和 DBP 含量低于本次风险
评估结果，膳食中的 DEHP 和 DBP 一般不会对饮酒者造成
健康损害。”国家卫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特别强调说，该风
险评估结果是从保护健康角度得出的，未考虑其他相关因
素，不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多数白酒塑化剂
含量不损害健康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争抢公众服务资源

“微信可以买电了！”一则腾讯微信公
众号支持北京用户购电的新闻引起广泛
关注。作为最被广泛使用的移动互联网
社交工具之一，微信及其超过300万个公
众账号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先关注‘国网北京电力’账号，点击
下方的菜单就能发现相关‘账户余额查
询’、‘交费购电’等选项，用微信账号绑
定电卡账户后，再选择购电，就可直接用
微信支付，整个过程用不了 1 分钟。”家
住北京丰台区马家堡丰开苑小区的屠娇
娇已体验过这项新服务，她告诉记者，以
前，必须去指定银行的 ATM 机才能购
电，“真没想到微信还有这种服务。”

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有在广州

一家房地产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工作的
申玲子，她最近正在帮父母买房，需要出
具个人名下房产证明。“可以直接关注

‘广州国土房管’，通过这个账号，可以直
接预约海珠、荔湾、天河、白云等城市中
心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带上身份证，
在预约日期到现场就能直接办理。”

屠娇娇和申玲子的经历正折射出公
众号服务方式的变化，从单纯的信息推
送发展到打通数据和支付环节，提供真
正实用的服务。对此，北京大学新媒体
学院院长谢新洲认为，面向公共服务的
公众号未来将有很大发展空间。“移动互
联网社交工具在交流和交互方面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提供更多面向公共服务的
创新产品，其实也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履
行社会责任的需要。”谢新洲说。

而从业界的角度来看，微信对公众

号功能的创新与支付宝力推的包括“未
来医院”、“未来公交”等如出一辙。公共
服务作为能大大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
黏性的项目，已被移动互联网巨头们视为
下一个争夺入口，也是争抢流量的“蓝
海”。不过正如百度 CEO 李彦宏所表述
的那样，其关键不完全在于移动互联网厂
商，还要看政府部门和传统行业的信息
化意识，以及能否有魄力拿出数据和资
源与移动互联网厂商分享。

探索流量变现新模式

如果说争抢公共服务资源的目的是
争抢流量，流量到手之后，下一步就该考
虑如何将流量变现，建立符合逻辑的商
业模式了。

商业模式之一是将公众号作为广告

展示平台。微信官方 7 月 7 日表示，正式
推出微信公众号广告投放公测服务。微
信公众号可以把自己的粉丝当做读者接
收广告投放。微信方面表示，粉丝超过
10 万的微信公众账号可自助申请成为

“流量主”，为“广告主”展示广告，并按月
获得广告收入。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
分析师李欣然表示，公众账号可以卖广
告，这让微信 6 亿用户数流量“变现”成
为可能。但从目前来看，10 万粉丝的门
槛还相当高，这应该是出于维护用户体
验的考虑。公众号在选择广告内容和展
现方式上都要下功夫，既要符合自己粉
丝的定位，又要能契合用户的需求。

商业模式之二则是将触角伸向智能
可穿戴市场。微信首批敲定了 4 家国内
智能硬件公司的产品，包括iHealth、华为
荣耀、乐心、咕咚。微信以公众号充当智
能手环、手表等运动追踪器的接入端，以
此取代这类产品原有的手机客户端。用
户可以通过服务号的菜单来查看自己的
每日运动、睡眠数据。由微信来同步、管
理不同品牌手环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
微信的社交关系打通，提供给用户类似

“朋友圈分享”、“运动排行榜”等功能。
易观商业解决方案副总裁田峥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微信用公众号介入智
能可穿戴市场，是在跟进市场节奏，扩充
未来的事业版图，以期在互联网行业竞
争中抢占先机。“对于腾讯而言，智能可
穿戴市场的潜力不在硬件，而在于硬件
背后所收集到的用户数据以及对数据的
加工处理和利用上。腾讯需要和更多的
硬件厂商合作，来丰富数据源和数据种
类，通过数据将用户行为量化，让平台提
供优化用户生活规律的个性化方案。当
用户接受并依赖它时，持续为服务付费
将成为收入的主流。”田峥说。

微信公众号 未来路咋走
本报记者 陈 静

微信公众号 未来路咋走
本报记者 陈 静

从朋友圈的“心灵鸡汤”到“集

赞换礼物”，近段时间以来，公众号

推送的内容饱受诟病。从 6 月起，

微信公众平台开始采用“技术+人

工”举报的方式对集赞行为进行全

平台清理和规范，如累计发现4次，

永久封号，不再解封。公众号们“想

干吗干吗”的日子远去了。如果说，

“立规矩”是近段时间微信公众号的

主题词，那么，“规规矩矩”的公众号

还有发展空间吗？

本报北京 7 月 11 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
道：今天，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司法部、财
政部、中国保监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并印发《关于加强医疗
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

意见提出，各地要统一组织、推动各类
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
任保险，即由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一旦发生医疗损害责任事件，由保险公司
代为赔付。到 2015 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
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 100％；二级公立医
院参保率应当达到 90％以上。

意见还要求进一步完善医疗责任保险
合同、条款，科学合理厘定医疗责任保险费
率，适时根据医疗机构风险状况及风险特
点进行保费浮动调整和开发有针对性的保
险产品。同时，加强人民调解和保险赔偿
的衔接，支持保险机构提早、全程介入医疗
纠纷处理工作，多渠道调处医疗纠纷。

明年底三级公立医院医疗
责任险参保率应达 100%

本报讯 记者黄鑫、实习生张雅丽报
道：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
企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由墨西哥担任联
合主办国的第十一届中博会将于 10 月在
广州举行，这是中博会办展 10 年来首次与
北美国家携手合作，将有来自墨西哥及中
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参展。

据朱宏任介绍，本届中博会由往届的
9 月调整到 10 月，与第 116 届广交会开幕
时间更为接近，两大经贸盛会将共享资
源，增加交易机会。本届中博会以“节能、
环保、低碳、绿色”为主题，将有 3000 多家
中外中小企业和服务机构共同参展，展示
推广中小企业的品牌产品、先进技术及相
关服务，开展洽谈、对接和交易。

第十一届中博会将办

本版编辑 闫 静

本报日照 7 月 11 日电 记者薛志伟报道：7 月 11 日是
我国第 10 个航海日，以“促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员
服务发展”为主题的 2014 中国航海日论坛在山东日照举
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航海日活动组委会常务副主任、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何建中表示，要科学谋划互联互通建设规划，加快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步伐。

首先要加强互联互通设施建设，特别要在港口、口岸、
物流和信息设施等领域努力与沿线国家开展研究谋划，更
加注重大力推进多式联运和集疏运体系建设。同时要提升
海运便利化水平，推动便利化运输，推进“一站式”通关。此
外，要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打造区域海上交通安全保障
体系。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宝晨认为，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有其重点战略走向。一是从我国沿海
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
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印度尼西亚抵达南太平洋；三
是远期还可考虑北冰洋等方向。三条线中，第一条是我国
能源、外贸进出口货物的生命线，是优先重点发展的战略
通道。

据悉，目前我国注册船员总数已达57万多人，规模居全
球第一，外派海员近12万人次，居全球第二。

聚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 中国航海日论坛在山东日照举行

7 月 11 日，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工作人员展示“旅游护

照”。当日，北京石景山区首次推出“旅游护照”，持有“旅游

护照”的游客可免费游览石景山区的主要特色景区及游乐

项目。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北京石景山区首发“旅游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