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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是司法行政部门
提供服务的窗口。如何让公共法律服务
触手可及，真正成为老百姓身边的“法律
顾问”？随着司法部和各地司法行政部
门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公
共法律服务正在实现“网上办”“指尖办”

“马上办”。
1月16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推门而进，扑面而
来的暖流，吹散了夹带在衣服中的寒
气。走廊里摆放着饮水机、复印机等，通
过一块触摸显示屏就可以了解办理事项
的流程。“打造你喜欢的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这是中心对上门寻找法律帮助的市
民的承诺。

70 多岁的韩奶奶去年参与了一个
投资橄榄油的项目，对方公司承诺投
钱以后每月都有高额返利。禁不住高
利诱惑，韩奶奶就投资了 2 万元。前
几个月她都按时收到了返利，可是没
过多久，这家公司办公室就人去楼空，
再也找不到人了。韩奶奶着急地来到
朝阳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寻求法律
帮助。跟韩奶奶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很
多街坊。

“您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派出
所报案吧。”眼见韩奶奶仍执拗地认为这
家公司没有骗她，打官司就能讨回自己
的钱，接待韩奶奶的该中心主任李雯雯
接着说，“这件事可能涉及非法集资犯罪
问题，不能拖。”中肯的建议打消了韩奶
奶的疑虑。

李雯雯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中心接
待最多的就是老年人来进行法律咨
询。往往老人的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跟不上时代，因此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问题引导能力，替他们考虑问题、化
解难题。

“此外，中心每年都会接到很多起
农民工讨薪求助申诉，年底正是高峰
期。”李雯雯说，对于农民工提出的讨薪
和工伤赔偿案件法律援助申请，符合法
援条件的，中心将及时指派律师免费代
理案件。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将
引导当事人通过其他正常渠道解决问
题 ，最 大 程 度 地 维 护 农 民 工 的 合 法
权益。

2018年，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
设迈出新步伐。如今，登录中国法律服
务网，就可以将请律师、办公证、求法援、
找调解、寻鉴定、要仲裁等多种需求“一
网打尽”。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拨打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均可免费
获取基本的法律咨询服务，做到有法律
问题可随时咨询。

“有法律问题可随时找我! ”
——司法行政部门打造百姓身边的“法律顾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整洁的校园跑道、冬暖夏凉的教室、
节能环保的自然采光系统……记者走进
重庆市梁平区新金带小学发现，在这所
乡村小学校里，从校门、教室到跑道、绿
地，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绿色环保理念。

“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学校的办学
条件才得到改善。”新金带小学副校长李
国东告诉记者，1994 年，学校面积与搬
迁前相比扩大到了 10 亩，还建起了
2500 平方米的教学楼，平整了学校操
场，安置了两个篮球架。此后的几年时

间里，学校还修建了综合楼、实验室、电
脑室、图书室，地面也换成了混凝土。

如今的新金带小学，是在保留原有
地貌基础上进行建设的。记者在学校采
访时注意到，校园中央保留了一块面积
约为 3000 平方米的山坡农地，老师把
自然、劳动课的课堂搬到了这里，增强了
教学的趣味性，学生们则在这里栽种了
蔬菜瓜果，感受着劳动的辛苦与收获的
快乐。

新金带小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不

仅在于一块保留的山坡农地。在山坡
最低处，一块阶梯状的人工湿地每天
能处理 18 吨校园生活污水并进行循环
利用；教室里的天花板是 45 度倾斜的
斜顶，能够将室外的光线通过多次反
射引入教室内部，从而减少人工照明
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发生的变化不
只是外观和基础设施，教学模式也在不
断与时俱进。”新金带小学校长杨红英介
绍说，近年来学校多形式、多渠道开展科
技活动，不仅丰富了师生的校园文化生
活，还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例如，为了让科学环保的设计理念
深入人心，并落实到行动中去，新金带小

学多次展开“节能，从一只灯泡开始”系
列活动，一方面通过广播站宣传普通的
白炽灯与节能灯的用电区别，号召全校
同学加入到节能环保的行列中来；另一
方面，自行出资购买了节能灯，组织部分
年级学生将家里的普通白炽灯带到学校
来交换。

从过去的青石木板房到如今的绿色
环保田园建筑，从设备落后的小学校到
拥有多功能教室的科技示范校园，新金
带小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发生着显著
变化。“我们今后将继续秉承‘绿色·生
命·启迪’的办学理念，加快形成以绿色
管理、绿色德育、绿色课堂、绿色教研相
融合的‘绿色文化’体系。”杨红英说。

重庆梁平区新金带小学因地制宜创新教学环境——

从 青 石 木 板 房 到 绿 色 环 保 校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左权，1905年3月出身于湖南省
醴陵县（今醴陵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中学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研
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
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是“青年军人
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1 年 12 月
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 26 路
军举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
五军团后，任红 15 军政治委员，后任

军长兼政治委员。1933年后，任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一
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
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
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
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
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
赞扬。1940 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
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
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
的模范战斗”。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
“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
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
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文/新华社记者 阳 建

（据新华社长沙1月16日电）

左权：愿拼热血卫吾华

据新华社杭州 1月 16日电 （唐
弢 杨凌伟）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
斗，现在，山更绿了，水更净了，天更蓝
了，民更富了，人更美了，余村走出了
一条适合自身的绿色发展之路。”15 日
下午，“改革先锋”——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原党支部书记鲍
新民走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向师生
讲述余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指导下，关停矿山发展绿色经济
的故事，激励青年学生胸怀理想、志存
高远。

在当天的报告会上，鲍新民通过“纪
念大会见闻”“余村的艰难抉择”“绿色转

型”“持续发展”“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
们都是追梦人”五个篇章与师生们分享
了十几年来余村的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当村干部一定要为老百姓着想，自己苦
一点没事，一定不能辜负了百姓的信
任。”鲍新民质朴而生动的话语，深深打
动了在场的师生。

会场上，师生们聆听报告，认真学
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说：

“鲍老师讲述的余村故事，真实生动，发
人深省，只有绿水青山，才能为子孙后代
留下金山银山，我们必须牢牢树立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

据新华社昆明1月16日电 （记者
字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信念
一直很明确——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
业奉献自己的一切。”16日，“改革先锋”
郭明义走进云南师范大学，围绕着中国
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历
程，用他朴实的话语，与广大师生分享了
他的“信仰、信念、信心”。

郭明义出生于 1958 年 12 月，1977
年1月参军，1982年复员到鞍钢集团矿
业公司齐大山铁矿工作至今。曾荣获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2012年被中央
文明委评为“当代雷锋”。

郭明义爱心团队义务宣传员刁莹列
举的一组数据令人感动。工作至今，郭
明义累计向社会捐助30余万元，资助了
300 多名贫困学生，为 500 多个家庭送
上了温暖；捐献血小板折合献血量达 6
万多毫升，是自身血量的 10 倍。2009
年至今，全国已有1200多个“郭明义爱
心团队分队”，多达210余万名志愿者在

“跟着郭明义学雷锋”。
“大学生们一定要坚定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信心。”郭明义饱含深情地说，同学们正
处于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一定要
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精神追求和生活
方式，既向书本学，也向实践学，千方百
计提高本领，不做时代奋进列车上的“迟
到者”。

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走进浙江云南

本报北京1月16日讯 记者郭
静原报道：春节临近，为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组织开展了2018年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工
作，抽查结果于今日发布。此次抽查区域包含了湖南省、江西
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6大产区，共计
抽查150家企业生产的150批次产品，检出不合格产品23批
次，不合格发现率为15.3%。

据了解，不合格烟花的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引燃时间、引
火线、引火线牢固性等3个方面，如未安装绿色安全引线或采
用过短的绿色安全引线、未在绿色安全引线与主体间采取相
应的牢靠粘接或其他固定措施等。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相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
对抽查反映质量问题突出的安全项目的地方监督抽查力度，
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抽查发现不合格率较高

烟花爆竹抽检力度将加大

本报北京1月16日讯 记者顾
阳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18 年底，
海关对来自税务、财政、环保等部门的
19180家失信企业实施了联合惩戒措

施，下调了188家企业的信用等级，限制了19180家企业成为
海关认证企业，并通过系统对上述企业进行了风险布控，加大
查验力度。配合打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2018 年 5 月
起，海关总署专门建立了向生态环境部的常态通报机制，每月
定期通报涉及“洋垃圾”进境失信企业名单，加大联合惩戒实
施力度。截至2018年12月底，已通报6批共34家企业。据
生态环境部反馈，已对其中6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进
行行政处罚，罚款金额合计50.8万元，对其中4家存在环境违
法行为的企业不予受理进口许可证申请。海关主动参与国家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部门，始终致力
于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进出口信用监管格局，努力为
诚实守信的企业打造优良的进出口营商环境。

失信企业遭海关联合惩戒

1 月 16 日，江苏省太仓港
扬子江海工码头，新年首艘40
万吨级“宁波号”矿砂船交付使
用。“宁波号”矿砂船是目前世
界上吨位最大的矿砂船，这也
是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为工银
租赁和招商轮船建造的6艘40
万吨级矿砂船中最后一艘。

计海新摄（中经视觉）

本报北京1月16日讯 记者袁勇报道：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16日在北京召开，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李保东介绍，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将于3月26日
至 29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其中，3 月 28 日将举行开幕式大
会。本届年会主题为“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初步
拟设置50场左右的正式讨论，包括分论坛、CEO对话、圆桌
会议等。具体议题包括“开放型世界经济”“多边主义、区域合
作与全球治理”等板块。

李保东表示，各方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
的不确定性表示出极大关注，并寄厚望于推进多边主义与全球
治理。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将为参会各方搭建开放包容
的讨论平台，也要为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向世界传递明确信息。

博鳌亚洲论坛今年年会将于3月份举行

19180家

15.3%

本报广州1月16日电 记者庞彩霞报道：“智慧湾区
数字生活”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合作建设暨U点4K新
数字家庭产品发布会16日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广播电视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广电网络”）与32家合作单位签
订系列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广电建设。

活动现场，广东广电网络与中广影视、华为、小米等单位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对外发布了系列智慧数字家庭产品和
应用。据悉，广东广电网络与华为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基
础网络建设、智慧城市、5G等项目上。

“我们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和产业优势，实现大湾区
广电网络终端社会化、网络智能化、业务互联网化。”广东广电
网络董事长叶志容表示，此次合作将加强粤港澳地区智慧一
体化“云网端”广播电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构建智慧城市
群提供平台主中枢、网络主载体、终端主连接。

30 多 家 单 位 携 手 推 进
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广电”建设

世界吨位最大
矿砂船交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