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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省份，
江西始终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统
筹推进长江、鄱阳湖及源头地区生态保护，
进一步构筑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屏障，努
力实现全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保“一湖清水”入江

在11个沿江省份中，江西生态地位突
出，保“一湖清水”入江，是江西责无旁贷的
使命与责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刘奇说，
巩固提升全省生态环境，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关键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加强流域生
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筑牢长江生
态屏障，加快推动江西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江西把打造百里长江“最美岸
线”摆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突出重要
位置，狠抓水环境污染防治、推进流域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加快构建生态协同保护
制度，通过积极参与长江生态环境的治理
和保护，合力构筑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屏
障。以鄱阳湖流域为重点，江西统筹推进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探索符合江

西实际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江西紧紧抓住“水”这个中心，统筹

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
多个方面，调动全省各方力量系统推进了
非法码头、非法采砂、工业园区污染、农业
面源污染、城镇污水、饮用水水源地、入河
排污口等专项整治工作，推进生态工程建
设，形成了全省共抓大保护的工作格局。

地处江西“北大门”的九江彭泽县，拥有
46.5公里沿江黄金岸线。由于历史遗留和非
法抢建等因素，小、散、乱的非法码头众多，
给沿江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去年2月，当地
政府铁腕治理，仅用了28天，全面拆除沿江
20座非法码头，同时对非法码头旧址进行复
绿。九江市委书记林彬杨介绍，九江市今年
将对沿江所有矿山、港口、码头、防洪堤坝等
进行高标准整体生态修复。

江西还把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
资源保护“三水共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提发展“绿色含量”

新动能培育做“加法”，做强做优航
空、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
业；落后产能做“减法”，加快淘汰煤炭、

“小化工”、烟花爆竹等落后产能；生态价
值转换做“乘法”，“生态+”理念融入产业
发展全过程，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培育
绿色金融、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不断
提升经济发展“绿色含量”……

运营仅半年时间的九江湖口县海山
科技创新试验区，已经吸引了中科院新材
料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环保创新中心
等一批国家级研发平台入驻，另有20余
家科技企业在这里孵化。“我们坚持以最
新的理念促发展，按照‘科学、绿色、可持
续发展’要求，全力创建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示范区。目前正在大力推进新兴产业
倍增、传统产业转型、新动能培育‘三大工
程’，全力打造万亿元临港经济带。”九江
市市长谢一平说。

江西省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紧
紧抓住创新驱动“牛鼻子”，驱动产业由

“重”变“轻”、由“黑”变“绿”。江西瞄准产业
发展动态，紧盯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
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不放，集中
优势资源和力量，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
业倍增计划，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努力抢
占新兴产业制高点。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30.9%，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服
务型制造快速发展，为推动全省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

筑开放合作“高地”

对于地处内陆的江西而言，152公里

的沿江岸线是通江达海的“黄金岸线”。长
江经济带战略实施以来，江西牢牢抓住生
态环保、战略通道支撑、创新驱动、省际协
商合作、拓展开放合作等不放松，实现了
长江中游生态安全保障能力、综合交通走
廊建设速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步伐、长
江中游城市群共建成效、沿江区域一体化
程度等“五大提升”，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
的推进，“黄金岸线”正成为江西打造全方
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引擎。

在九江市经开区城西港区，用地规模
150亩、总投资4亿元的九江航运服务中
心项目即将开工建设。“近年来，我们先后
开通了九江至上海洋山、外高桥，九江至
重庆，九江至南昌等始发航线，每周进出
港口船舶达50余艘，实现了九江港与国
内沿江沿海城市集装箱运输无缝对接，与
世界各大港口实现互联互通。”上港集团
九江港务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江西省加快完善通道支撑，构
建通江达海的交通网络，对接长江经济带
的基础支撑效应正加快显现。对接长江“黄
金水道”的赣江、信江高等级航道提升工程
项目，全部落地实施；武九客专、九景衢铁
路建成投运，昌景黄铁路开工建设，形成全
省紧密对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能力快速
铁路通道。在推进“十三五”省际区域合作
中，江西将以探索对外开放合作新路径、新
模式为重点，共建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共建
产业合作支撑平台，共同推动国际合作，不
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一湖清水出赣鄱 生态经济齐头进
——江西筑牢长江生态屏障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山西临汾警方近日打击传销案件
中，发现一些传统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
从经济犯罪质变成暴力集团犯罪，成为
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他们通过暴力和强
力洗脑等方式能迅速将受害人培养成犯
罪“工具”，“传销组织”竟然成为他们掩
盖涉黑涉恶的外衣。

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近期在辖区摸
排中打掉数个传销组织窝点，经深入挖
掘，发现这些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

“变异”，所犯罪恶和社会危害触目惊心。
专案民警介绍，这些“传销组织”以招

工、婚恋等名义物色受害者，将其骗到当地
之后，通过暴力、洗脑等手段控制，半个月左
右就可将受害者培养成合格犯罪“工具”。

其培养方式按成型“套路”“流水线”操
作。第一阶段为“暴力屈服”，将受害者骗到
窝点之后，采取暴力手段控制人身自由。第
二阶段为受害者“上线”阶段，每天凌晨一两
点就开始对受害人进行耗损体力、精力的
折磨，同时其他人轮番实施洗脑、不给饭吃、
殴打等软硬暴力。一般7至15天，多数受害
人就会被迫屈服，“同意”掏钱购买“虚拟产
品”。第三阶段为“老板”阶段，团伙会以一套
骗人的、杂糅的所谓“精粹教材”开始“培训”
洗脑，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受害人一般半
个月左右就会彻底“上套”。

成为“老板”后，这些受害者迅速就
变成了害人者，开始配合团伙以各种借
口向亲戚朋友骗钱，骗人入伙，对新入伙
成员施暴。

与此同时，这个“传销组织”裂变极
快，人员一旦发展到 100 人，就一分为
二，各领50人觅地继续发展。警方介绍，
尧都区被打掉的“传销组织”仅为省外一
个组织裂变出的一条下线，2014年裂变
到临汾之后，除了在当地迅速发展外，已
经在别的城市裂变出下线，临汾警方近

日在运城市打掉一批下线团伙。
专案民警表示，这些传销组织已经

从市场经济领域犯罪团伙变成了披着
“传销”外衣的暴力犯罪集团。

“以前传销还有一个产品道具，现在
是赤裸裸的思想控制，产品从经济道具变
成了‘人’，只要组织往下发展，控制的‘人’
越来越多，自己就能出头。”专案民警说。

其手段也从“骗”变成了暴力，以前多
是通过授课、洗脑后“卖东西”发展下线，
现在则是依靠暴力手段绑架、非法拘禁，
强势洗脑之后，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

民警介绍，这些组织有极强的纪律规
定。组织成员没有人身自由，数年不与社
会接触，如为防止寝室成员互相熟稔，要
求各个寝室成员一两个月交流一次。

一旦被警方发现，“传销组织”标识
反倒成为这些暴力团伙的“掩护色”。如
某个寝室案发后，成员就主动交代“我是
传销，我是受害者”，不涉及其他寝室，警
方对普通成员只能做遣散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尧都警方
在辖区摸排、发现了相关线索，会同当地检
察院、法院分析研究、认定后，在全国首次
以黑恶势力团伙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刑拘
了上百人，挖出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内幕。

警方介绍，这些“传销组织”侵害对象
固定为一些外省份年轻人，临汾市的“传
销组织”只针对四川、重庆、河南三地的年
轻受害者，一旦他们被骗到窝点变成犯罪

“工具”，就会侵害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朋好
友和其他受害者。但窝点处于封闭小环

境，成员不与社会接触，难以发现。
“清查时或接到求助线索发现传销

组织后，看一下有无非法拘禁，对普通成
员进行登记，买上车票遣散，但实际到下
一站他们就下车跑回来了。一个地方打
击传销力度上去，他们就转移到其他地
方。”一位基层民警说。

专案民警梳理近期打击的具有非法
拘禁等雷同犯罪行为的“传销组织”，发
现仅山西就有多个地市存在，已经处理
的案件就有数十起。“这些案件事实上已
经跟传销毫无关系，‘传销’反倒将真正
罪名掩盖。”一位专案民警说，必须合力
破解打击难题。

文/新华社记者 胡靖国 孙亮全
（新华社太原电）

从授课洗脑、“卖东西”发展下线，到
依靠暴力手段绑架、非法拘禁，强势洗脑
之后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山西临汾警方
查办的传销案件清楚地表明，传销犯罪正
在发生“变异”，一些传统聚集式传销组织
已经从经济犯罪质变成暴力集团犯罪，成
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对此，必须高度警
惕，坚决打击。

根据我国刑法，传销犯罪是指组织、
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
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
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
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
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

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
临汾警方查办的案件中，传销组织将

受害人骗到窝点之后，采取暴力手段控制
人身自由，对受害人进行耗损体力、精力的
折磨，轮番实施洗脑、不给饭吃、殴打等软
硬暴力，其行为已远远超出通过引诱、胁
迫，骗取财物的模式，从“骗”到暴力，性质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论是以暴力手段控
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为，还是殴打受
害人的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行为，都已是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严重犯罪。

这种传销犯罪的“变异”并不仅仅是
个例。近年来，伴随公安机关等部门严
厉打击传销犯罪，传销组织“钱越来越难
骗”之后，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越来

越呈现集团化、组织化的特征，特别是传
销过程中致残、致死等案件时有发生，完
全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属性。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全面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对于传销犯罪涉黑涉恶的新
动向，亟待重新认定其犯罪性质。临汾警
方此次在全国首次以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立
案侦查，正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要成果。对于名为“传销组织”，实为为非
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团伙，必
须坚决揭开其“传销”的外衣，从严打击。
对于严打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
安机关和有关市场管理部门应及时互通信
息，加强案情研判，合力破解打击难题，将
传销组织彻底铲除。

严 打“ 变 异 ”传 销
董 磊

披 着“ 传 销 ”的 外 衣
——山西临汾传销黑恶势力案调查

本报珠海5月 17日电 记者庞彩
霞 李茹萍报道：“新时代·让世界爱上中
国造——格力2018再启航”梦想盛典日
前在广东珠海市举行。活动现场，格力正
式对外发布了5项刚刚获评“国际领先”
的新技术及其应用成果。“今年要为我们
的 2000 亿元而奋斗。”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在讲话中提出了格力2018年的营
收目标。

历经 27 个年头，格力已从一家年产
量不到2万台的空调小厂，发展成为一家
覆盖暖通空调、家用电器、工业机器人、高
端数控机床、新能源科技、精密模具等多
元化业务的全球型工业集团，同时也成为
中国制造的标杆品牌、中国企业高水平

“走出去”的明星代表。特别是在党的十
八大以来，格力“中国造”舰队得以“极速”

前进。2012年至2017年，格力实现营业
总收入 7208.55 亿元，是过去 21 年总和
的 1.9 倍；实现净利润 827.48 亿元，是过
去 21 年总和的 4.2 倍；实现纳税 741.78
亿元，是过去21年总和的3.3倍。“格力的
成长历程是珠海实体经济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是珠海经济
特区不断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缩影。”珠
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说。

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科技，是格力发
展的根基与底气。2012年至2017年，格
力累计申请专利32178项。是过去21年
总和的6.7倍。截至2017年末，格力已掌
握19项“国际领先”技术。

现场，格力再次对外发布了 5 项自
主研发的最新技术。包括“基于 G—
PLC 无通讯线缆的多联机系统”“空调

光储直流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全
工况自适应高效螺杆压缩机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地铁车站用高效直接制
冷式空调机组”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工业机器人用高性能伺
服电机及驱动器”项目总体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伺服电机功率密
度、过载能力等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至此，格力自主研发的“国际
领先”技术已达 24 项。

在这 5 项技术中，“工业机器人用高
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尤为引人瞩目。
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发展，

“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变革的重
要方向和竞相争夺的制高点。工业机器
人是智能制造业最具代表性的装备，也是
我国发展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之一。

伺服系统作为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
中的执行元件，是机器人三大核心零部件
之一。针对国产伺服系统产品体积大、运
行精度低、响应速度慢、用户体验差等问
题，格力从功率密度、齿槽转矩、电流环设
计三方面入手，独创伺服电机高功率密度
设计技术、低齿槽转矩设计及工艺保障技
术、伺服系统高性能电流环优化设计技术
三大核心科技，极大提升电机功率密度、
过载能力等性能指标。

“真正的核心科技必须是自主研发
的，格力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用高性能
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项目成果是我国制
造业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提升
我国整体智能制造水平非常有利。”东南
大学教授程明于相关科技成果鉴定会上
表示。

格力发布 5 项“国际领先”新技术
今年发力冲刺2000亿元营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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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河南周口农村婚丧嫁娶的一些陈规陋俗曾
让村民们苦恼不堪，现在，这种情况已得到较大改观。

在该市孙店镇崔马庄村，村委会通过修订《村规民
约》，建立红白理事会，不仅破除了陈规陋习，也让村容村
貌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2016年，崔马庄村的村干部、
村民代表几经商议，一致通过了红白理事会制度。红白
理事会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德高望重的专门
人员参加，选出会长，负责全村婚丧事务的操办，制定红
白事操办章程。

村民崔海堂回忆，按照事前与村红白理事会定好的
日期，崔海堂和家人简办了儿子的婚礼，只邀请双方亲朋
出席，按照红白理事会定下的“随礼不超100元、席桌不
超200元”的标准招待了8桌客人。和以往相比，仅招待
费这一项就省下了近2万元。

“按过去的风俗办事，实在浪费。”崔马庄村支书崔景
宇说，以前，当地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之风盛行，礼金上不封
顶，动辄数百上千元，“随着红白理事会的介入，既减轻了
群众的压力，又清净了村内攀比风气，形成了新的风尚”。

目睹崔海堂为儿子简办婚礼的好处后，不少乡亲纷
纷效仿。在崔马庄村红白喜事公示栏里，记录着今年以
来村里操办的红白喜事：2月9日，村民崔守凯父亲去世，
待客6桌；5月1日，村民崔学思为儿子举办婚礼，待客7
桌……“我以前总是听说谁家下个彩礼就花了几万元，想
想就害怕。有了新章程，前一阵子，我为大儿子定亲基本
没花什么钱。”村民崔子路说，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村
民支持红白理事会制度。

在孙店镇，崔马庄村的做法已经在全镇34个村得到
推广，一些村庄建立了公用敞篷，为村民免费提供场地。

崔马庄村的效应还在持续放大。目前，围绕移风易
俗，周口市一方面抓住重点人群，要求规范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操办婚丧嫁娶事宜，发挥示范作用，签订承诺书，
并建立申报制度。另一方面抓住重点行业，加强对婚介
公司、农村婚姻介绍人、婚庆公司、农村流动包桌等相关
服务行业的管理，遏制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现象。加强
丧葬活动管理，整治殡葬用品市场，落实惠民丧葬补贴政
策，积极推进殡葬法治化建设。同时，抓住重要节点，组
成专项整治小组，进行督导检查。

随着示范效应的不断扩大，村民们在婚丧事务中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之
风正如一股清泉在当地村民中间流淌。 （刘风雷)

河南周口：

乡村红白事流行“新办”“简办”

今年是张叔平烈士就义 90 周
年。这位牺牲时年仅 31 岁的革命
战士，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青春的
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诗篇。

记者驱车来到张叔平出生的山
西省方山县大武镇二村，这片英雄
热土上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子正在整体拆迁，计划建新的居
住小区，而张叔平的故居巍然屹立，
如同他坚贞不屈的精神一样长存。

1897年，张叔平出生在当地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性格坚毅，勤
奋好学，在学校里接触到具有民主
革命思想的书籍，逐渐受到进步思
想的熏陶。

1917年，张叔平考入太原山西省
立第一中学，受到进步青年王振翼、高
君宇、贺昌等人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
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投身于救国之
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他参加了
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讲演团，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1923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太原支部成立，张叔平被选为支
部书记。他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在晋南、晋中、晋北的十余个
县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张叔平和中共太原支部领导
山西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1925年冬，由于全
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迫切需要干部，张叔平来到上海，先后
担任中共上海杨浦区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上海工人
的三次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叔平调
往杭州，筹组中共浙江省委。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
张叔平任组织部部长兼工人部部长，随后主持省委工
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打得他遍体鳞伤，
双腿被压断，但他没有屈服，始终坚守党的秘密。1928
年1月20日深夜，张叔平英勇就义，时年31岁。

在张叔平故居不远处的山上，当地政府为他立了一
座碑，上面镌刻着“幽燕传英名沪浙抗蒋庭 铁骨镇鬼蜮
热血染杭城”的碑文。

张叔平的堂孙张义明今年已63岁，是当地的一名退
休教师。他告诉记者，为了解爷爷干革命时的具体事迹，
他曾到太原、上海、杭州等地搜集资料，回来后把爷爷的
英勇事迹讲给子孙后代。张义明说：“了解得越多越敬佩
他，很伟大！爷爷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服，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无愧于人民！”

目前当地政府正在规划张叔平故居的修复保护工作，
希望建一座烈士纪念馆，寄托吕梁人民对烈士的哀思之情。

文/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王 皓
（新华社太原5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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