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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这些年面临着“空心化”、不良风气蔓延等问题。为此，我国将在100个

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解决乡村治理难题，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也要强化农民的主人翁

意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思路——

我国将在100个县（市、区）试点示范——

“乡村治”要靠自治、法治、德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商务部全面清理负面清单以外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中国外贸外资“接下来还会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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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日
前启动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和乡村治理示
范村镇创建活动，将在全国选择 100 个
县（市、区）作为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的试点单位。

如何管住农村天价彩礼、人情攀比
等不良风气？如何破解农村“空心化”和

“三留守”问题？如何解决基层党组织软
弱涣散、村干部“苍蝇式”腐败等问题？
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和试点地区。

农村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

不久前，农业农村部向社会推出了
一批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农业农村部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赵铁桥说，
这些案例虽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共同
点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分发挥农
民主体作用，探索形式多样的治理模式。

在不少农村，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
工或创业，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空心
化”已成为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
长张天佐说，治理乡村“空心化”需要综
合施策，要按照国家乡村振兴规划的要
求，对村庄布局作出合理规划。同时，党
员、村干部要分片联系群众和农户，尽量
把每户农民都纳入网格化管理。“‘空心
化’比较严重的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
治组织建设需要继续加强，组织体系建
设不能削弱。”张天佐说。

农村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一个
“散”字。农民缺乏组织带动和联结，没
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缺少利益纽带和情
感纽带。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说，过去
20多年，3亿多人离开农村，现在确实出
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一些
地方农民的集体意识在淡化。村民自治
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
识，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
积极性，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
农村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凸显农民在
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几张板凳、几本民情日记，党员干部
与村民围坐在一块儿，为村民答疑解
惑。江西省上栗县结合开展了 10 年的

“群众贴心人”活动，利用晚上等休闲时
间，在住户较为集中的屋场举行“屋场贴
心会”，听民声、问民计、访民情，着力提
高村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热情。这样的

“屋场贴心会”基本上每周都会在全县的
各个行政村举办，从而构建大事一起干、
好坏大家评、事事有人管的格局。

聚焦乡村社会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还

有不少。韩俊说，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
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干部搞“微腐
败”；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不
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一些地方
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礼让人“娶不
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人“还不
起”。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必须
着力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如何防范“苍蝇式”腐败？安徽
省天长市委书记邓继敢介绍，从 2016
年开始，天长在全市推行农村小微权
力清单制度，全面构建防治“小微腐
败”监督制约机制。从 2017 年开始，
又推行了“清单+积分”管理模式，
修订完善 26 项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让
村干部知道自己究竟有哪些权力、怎

样运用权力。
针对乡村“微腐败”，农业农村部

党组成员吴宏耀表示，要规范乡村小微
权力，明确每项权力行使的法规依据、
运行范围、执行主体、程序步骤。织密
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廉政防护网”，全
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完善党务、
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实现公开
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结果显示，目
前在很多农民的支出中，人情礼金已经
超过看病支出。一位参与调查的干部告
诉记者，“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民
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过去看病支出排
在第二位，现在很多农民第二位的支出
是人情礼金。群众对这些问题反映强

烈，但是碍于面子，很难改变现状，迫
切希望治理这些问题”。

与城市不同，乡村社会的特点是熟
人社会，虽然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人
口结构、村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性变
化。韩俊认为，熟人社会里要降低治理
成本，必须重视文明乡风的作用。要依
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纳入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等内容。
如今，不少地方成立了村庄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
组织，较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以法治强保障。广西积极推进“一
村一法律顾问”工作，有效畅通了农村

“最后一公里”法律服务。97%的乡镇
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加大农村
普法工作力度，增强村民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意识。配齐了“一村一警务
助理”，不断健全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加快“雪亮工程”等大数据与综治信息
系统联网、共享和深度应用，不断提升
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

以德治扬正气。“‘做违法的事丢
人，做出格的事丢脸’，是我们余村人
最朴素的价值观。”浙江省安吉县余村
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德治是推进乡村
治理的有效手段。在余村，随处可感受
扑面而来的新风，家家户户立家规家
训，成为了余村一景。这些家规家训不
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合家庭实际的治
家格言，家风带村风、村风带民风，为
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律和道德都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手
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
部部长叶兴庆认为，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思路；自治
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者各有
适用范围。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中，
自治的事项会逐步减少，适用法治的内
容会逐步增多；同时要更加重视德治，
德治可以降低自治和法治的成本，降低
农村社会运行的成本。

吴宏耀表示，在我国，乡镇是农村
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也是乡村治理
的重要环节。要加强乡镇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不断完善农村义务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劳动就业
等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强乡镇中小学、
乡镇卫生院、农技推广站等条件建设，
形成区域性服务中心。要推动“最多跑
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加快在乡镇建
设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平台，
实行“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

滴滴司机端录音实现全覆盖
年底录像覆盖将超50％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记者魏玉坤） 滴滴出行
技术副总裁赖春波2日表示，目前，滴滴司机端行程录音功
能已覆盖所有订单，录像功能也在不断推进，争取年底订单
覆盖率超50％。

滴滴近期首次发布的《安全透明度报告》显示，2019年
一季度，滴滴网约车和网约出租车共收到司乘双方车内纠
纷冲突投诉8万余次，其中涉及违法犯罪案件共121起。

赖春波说，为助力解决滴滴司乘纠纷问题，2018 年 9
月8日，滴滴在全国上线司机端行程录音功能，并不断推进
录像功能。所有音、视频数据全流程加密。行程中若无差
评或投诉，录音7天内自动删除。根据存储情况，视频一般
会在 3 天至 7 天后删除。但有时受设备质量、网络传输等
因素影响，15％的录音录像不能正常听取，造成信息缺失。

“滴滴正尝试在系统派单中融入安全因素。派单系统
将分析评估发单场景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综合分析乘客
出行习惯以及司机驾驶习惯、历史订单信息等特征，匹配出
行订单。”赖春波说。

滴滴准入安全负责人北海说，驾驶员要进入滴滴平台
成为网约车司机，必须要经过人脸识别核验等 5道审查流
程，同时还有第6道审查机制，即对全量接单司机每日的人
脸验证。然而，受制于技术能力，当前仍无法避免非注册车
主本人接单行为。

据介绍，滴滴出行已成立各级安全管理委员会，安全管
理人员队伍扩充到了 2548 人，排查治理隐患 103 个。此
外，共有2100万名驾驶员接受安全培训并通过了考试。

滴滴高级副总裁兼网约车公司CEO付强坦言，滴滴网
约车目前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为此，今年滴滴网约车将投
入20亿元安全费用，全面提升出行安全。

7 月 2 日，商务部举行专题发布
会，介绍“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相关情况。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储士家在
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中国外贸外
资具备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也
就是说过去稳、现在稳，接下来还会
稳”。

储士家介绍，从一年多的实际运行
情况看，2018 年我国外贸顶住压力，
再创历史新高，外资在国际投资大幅下
降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今年以来，
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外贸外资继续
保持平稳增长，5 月份当月出口和外资
增速比前 4个月还在加快，充分说明了
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储士家指出，其主要理由有 3 条：
一是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今年外贸企业
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1 月
份至 5 月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33 万
家，同比增长6.6%。二是市场多元化取
得新进展，中国与 232个国家和地区有
贸易往来，今年以来中国在欧盟、日
本、巴西、俄罗斯、南非等主要经济体
的市场份额均有所上升。三是企业的应
对能力增强，目前企业通过降低成本、
增加研发、市场多元化等多种方式积极
应对，办法更多、底气更足。

“稳外贸、稳外资是统筹考虑整个

国际经贸环境和国内现实条件，努力保
持外贸外资稳定发展，为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多作贡献。”储士家以产
业链为例指出，产业链不是固定不变
的，而是动态调整的。一方面，既有像
5G 这样的国内新产业链形成，也有像
特斯拉这样的带动国外产业链融入。另
一方面，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主
动“走出去”布局全球。

在谈到国内消费问题时，商务部市
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指出，今年消费市
场总体呈现平稳运行态势，增长速度、
网络消费、服务消费、基本消费和消费
价格都体现出了一个“稳”字。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6%，比4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前5
个月累计同比增长 8.1%，6月份有望继
续平稳回升。”王斌指出，上半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增速有望达8.2%，仍处于中

高速增长区间。这个增长速度是在国际
经贸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也是在
40 万亿元高基数的基础上取得的。从
世界范围看，中国消费增速仍然位居
前列。

王斌表示，同时也要看到消费市场
总体仍呈回落态势。针对消费市场的变
化，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
扩大开放的举措，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促消费政策，特别是针对汽车、家
电等重点商品促消费的具体措施。

据了解，商务部日前在上海召开了
全国推进消费升级工作现场会，对 2019
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下一步
重点开展完善城乡市场体系、畅通农产
品流通渠道、提升商品和服务的品质以
及优化市场营商环境等四方面工作。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自贸试验
区的提问时，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

表示，关于新设 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新片区，目前相关工
作都在积极推动，将在第一时间通报明
确信息。

唐文弘还表示，关于探索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现在商务部正在按照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学习借鉴国际自
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
新、出入境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
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相关工作
也在积极推进中。他表示，海南自由贸
易港将会成为既展现中国特色，又符合
海南发展定位、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
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
地。相关政策制度体系框架的研究也正
在推进中。

几天前，我国发布了 2019 年版的
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张负面清单，进一
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
等领域开放。6 年来经过 5 次修订，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 6 年前的 190 条
缩减到现在全国版的 40 条和自贸区版
的37条。

唐文弘表示，为配合负面清单顺利
实施，目前商务部正在全面清理负面清
单以外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严格落实

“非禁即入”。

由于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市场多元化取得新进展、企业

应对能力增强，中国外贸外资具备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

件。商务部正全面清理负面清单以外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严格落实“非禁即入”——

77月月 22日日，，国务院扶贫办发布消息国务院扶贫办发布消息，，全国已有全国已有
436436 个 贫 困 县 脱 贫 摘 帽个 贫 困 县 脱 贫 摘 帽 ，，占 全 部 贫 困 县 的占 全 部 贫 困 县 的
5252..44%%。。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从今从今
年年77月初开始月初开始，，国务院扶贫办将对中西部国务院扶贫办将对中西部2222个省个省
区市区市 20182018 年宣布脱贫摘帽的年宣布脱贫摘帽的 283283 个县按个县按 2020%%的的
比例进行抽查比例进行抽查。。

20182018年年 66月份月份，，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印发《《关于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从明确从
20182018年起年起，，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由各省区市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由各省区市
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组织实施，，并对退出贫困县的质量负责并对退出贫困县的质量负责，，中央中央
进行抽查进行抽查。。20182018年年，，中西部中西部2222个省区市共有个省区市共有284284
个贫困县申请退出个贫困县申请退出。。从去年从去年1212月份起月份起，，各省区市各省区市
陆续对申请退出县开展省级专项评估检查陆续对申请退出县开展省级专项评估检查。。截至截至
今年今年55月中旬月中旬，，283283个贫困县通过省级专项评估检个贫困县通过省级专项评估检
查查，，由省级人民政府宣布脱贫摘帽由省级人民政府宣布脱贫摘帽，，中西部中西部 2222 个个
省区市第一次均有贫困县退出省区市第一次均有贫困县退出。。至此至此，，全国共有全国共有
43643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的占全部贫困县的 5252..44%%，，
贫困县摘帽进程过半贫困县摘帽进程过半，，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步伐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步伐
加快加快。。

各地评估检查结果显示各地评估检查结果显示，，283283个摘帽县中个摘帽县中，，中中
部地区部地区114114个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个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22%%，，西西
部地区部地区169169个县全部低于个县全部低于33%%。。错退率错退率、、漏评率全漏评率全
部低于部低于 22%%。。有有 8686..5757%%的县未发现错退的县未发现错退，，9090..4646%%
未发现漏评未发现漏评，，8181..2727%%既未发现错退又未发现漏既未发现错退又未发现漏
评评，，较较20172017年摘帽县分别高年摘帽县分别高1010个个、、55个和个和1515个百个百
分点分点，，脱贫退出质量明显进一步提高脱贫退出质量明显进一步提高。。群众认可群众认可
度均超过度均超过 9090%%，，贫困县摘帽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贫困县摘帽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
普遍认可普遍认可。。评估检查中也发现评估检查中也发现，，在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到户到户
帮扶措施帮扶措施、、后续帮扶计划和巩固提升安排等方面后续帮扶计划和巩固提升安排等方面
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薄弱环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薄弱环节。。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告诉记者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告诉记者，，20182018
年贫困县摘帽退出抽查将采取第三方评估年贫困县摘帽退出抽查将采取第三方评估、、暗访暗访
和相关部门提供情况相结合的方式和相关部门提供情况相结合的方式，，打好抽查打好抽查““组组
合拳合拳””。。一是第三方评估一是第三方评估，，发挥其独立发挥其独立、、公正公正、、客观客观，，
以及大数据分析的优势以及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定量测算抽查县综合贫定量测算抽查县综合贫
困发生率困发生率、、脱贫人口错退率脱贫人口错退率、、贫困人口漏评率和群贫困人口漏评率和群
众认可度等众认可度等。。二是暗访二是暗访，，发挥有关部门熟悉政策发挥有关部门熟悉政策、、
掌握业务掌握业务、、了解情况的优势了解情况的优势，，每个省份随机选取一每个省份随机选取一
两个两个20182018年退出县开展暗访年退出县开展暗访，，重点检查脱贫退出重点检查脱贫退出
质量等情况质量等情况。。三是部门提供情况三是部门提供情况，，发挥发挥““两不愁三两不愁三
保障保障””主管部门的工作优势主管部门的工作优势，，由其结合平时掌握的由其结合平时掌握的
情况情况，，提供提供283283个县贫困人口在个县贫困人口在““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实实
现及影响贫困县退出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现及影响贫困县退出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夏更生强调夏更生强调，，贫困县只要符合退出条件贫困县只要符合退出条件，，即可即可
脱贫摘帽脱贫摘帽。。抽查结果不打分抽查结果不打分、、不排队不排队，，不把不把““达标达标
赛赛””变成变成““锦标赛锦标赛””。。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各省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各省
区市区市，，督促抓好整改落实督促抓好整改落实。。不把错退不把错退、、漏评等问题漏评等问题
简单作为问责依据简单作为问责依据，，但对工作中存在恶意造假但对工作中存在恶意造假、、严严
重不实的重不实的，，要严肃问责要严肃问责。。抽查情况将纳入抽查情况将纳入20192019年年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贫困县贫困县““摘帽摘帽””进程过半进程过半

对去年脱贫摘帽县抽查启动对去年脱贫摘帽县抽查启动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国务院扶贫办发布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消

息息，，全国已有全国已有 436436 个贫困县个贫困县

脱贫摘帽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的占全部贫困县的

5252..44%%。。将采取第三方评估将采取第三方评估、、

暗访和相关部门提供情况相暗访和相关部门提供情况相

结合的方式结合的方式，，进行抽查进行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