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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10 月 7 日电(记者于力、洪可
润)针对部分基层民警在接处警中存在的责任
心不强，小事不当事，大事不担当等问题，辽宁
省本溪市公安局推行当日警情清零机制，抓实
抓细民生警务，提升了民警执法的自觉性、时效
性，受到了群众好评。

2017 年底，本溪市公安局新一届党委班子
组建后，提出要抓实抓细民生警务，实施扁平化
调度体系、警情“日清零”机制。

本溪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会奇介绍说，
每天 8时，市局值班领导同分局、派出所负责人

直至具体的出警民警，通过点对点、一问一答
的方式，对前 24 小时警情办理、案件查处、事
故处理等情况跟踪督办，进一步压实各级领
导直至民警的工作责任。

警情“日清零”是指当天接到的报警必须
全部处理完毕，构成案件的，及时受理、取证、
查处，不能出现有案不立、立案不查的问题。
督察部门每天对部分报警人进行回访，第一
时间了解民警执法是否规范，一旦发现问题，
立即推送给办案人员，督促整改。

平山区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管辖区域是

本溪市流动人口最多、商业场所最为集中的
区域，每天晚上都有 20 多起警情。副所长于
海波告诉记者：“自从实行‘日清零’以来，基层
民警时刻注意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对所有
警情全部一一落实，决不拖拉，虽然辛苦些，
但是群众更满意了。”

溪湖区公安分局彩屯派出所民警稽飞
说：“过去值班领导‘高高在上’，现在主动介入
警情、案情，帮助研究解决问题，基层的工作
更好做了，民警心里更有底了，对老百姓的诉
求更有信心解决了。”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教授韩迎光表示，基
层警务活动中，民警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
认真处理，最后演变成刑事案件、酿成恶果的
案例屡见不鲜。基层警务工作无小事，一些看
似无关紧要的行为可能酿成大事端。

本溪公安局实行扁平化调度体系、警情
“日清零”机制以来，抓实了执法办案的细微
之处、末端环节，在基层一线执法执勤和窗口
服务单位，呈现出“大案有人管、小案有人查、
事事有人问”的局面，大幅度减少了公安机关
被投诉和涉公安信访问题的发生。

警情“日清零”，本溪公安抓实民生警务
新华社香港 10 月 7 日电(记者闵

捷、张雅诗)6 日晚上 8 点半，在香港
播出的《延禧攻略》迎来大结局。在为
期两个月的播出期间，这部 70集的清
宫剧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追捧。“看

《延禧攻略》了吗？”一度成为人们见面
的问候语，进而成为茶楼、聚会、办公
室的热门话题，分析剧中人物性格和
介绍演员造型等的文章几乎每天都在
媒体上出现。

香港观众在看完大结局后纷纷
在社交平台留言，表达依依不舍之
情。而《延禧攻略》在香港热播的背
后，又有怎样的深层原因和幕后不为
人知的付出？记者深入台前幕后探访
究竟。

收视创新高，究竟什么

最吸引香港观众？

过去两个月，港人赵太太每晚 8
点半必定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延禧攻
略》，她形容这是“每天最享受的时
刻。”为了不错过任何一集，任职行政
秘书的赵太太每天都会赶快完成工
作，争取准时下班。就算是家庭活动
也要“让路”，她早前安排中秋节家庭
聚餐时，特意提早在 6 点开饭，并再
三叮嘱家人不要迟到，免得耽误看
剧。

根据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最新公布的数据，翡翠台播放

《延禧攻略》结局篇之前的倒数第三
周，各播放平台的总平均收视为 35 . 6
点。这部剧在香港不仅有口碑，而且收
视理想，反映了观众对它的支持。

TVB 副总经理杜之克接受新华
社专访时表示，由内地拍摄制作的《延
禧攻略》，其硬件、美术、人物的设定，
都是以前宫廷剧没有过的，这是非常
大的卖点，因此立刻就决定要放在黄金档播出。为了更好地
向香港观众呈现这部剧，TVB 在约 20 天的时间里，紧锣密
鼓地制作粤语版的配音，并另外创作了片头和片尾两首港
版主题曲，目的是让香港观众更容易接受。

除了佘诗曼，《延禧攻略》里几乎没有一张港人熟悉的
面孔，结果却广受欢迎。杜之克认为，《延禧攻略》是宫廷情
感戏，又多有“反套路”的人物性格设定和情节设置，这是其
最吸引香港观众的原因。

杜之克说，作为爱情故事，《延禧攻略》做得非常彻底，
像魏璎珞和富察·傅恒，就是不可能的爱情，但非常凄美。而
乾隆的形象既有高大的一面，又有“小男人”的一面，很多细
节刻画得非常到位。另外，就是在宫廷斗争中矛盾处理的
“爽”，无论多大的难题，都在一集到两集之内解决，与以往
主角忍辱负重的剧情非常不同。

“大家都在说《延禧攻略》，不看的话就跟人家搭不上
嘴。”从事文职工作的陈女士说，为了与身边的亲友“同步”，
自己还特意把错过了的集数追回来。

主演受邀中秋来港，观众热情爆棚

香港网民对《延禧攻略》的讨论及分析近期一直占据社
交网站大幅版面，大结局播出的当晚，网民纷纷表达依依不
舍之情：“很舍不得！”有的观众更迫不及待地想再看主演吴
谨言、许凯等的演出，很快有人回应说，有他们主演的《朝
歌》可追。

内地电视剧如此风靡香港，这是连《延禧攻略》的主要
演员们都没有想到的，以至于中秋前夕当他们出现在香港
机场时，面对数百位热情的香港观众自发前来接机大感意
外，直呼“没想到”。

8 月底，《延禧攻略》主要演员吴谨言、许凯、秦岚和苏青
应 TVB之邀来港参与宣传，与大批“剧迷”互动，场面热闹欢
乐。TVB 上一次邀请内地剧的演员来港已是 3 年前的事了，
而当时的声势也不及这次《延禧攻略》来得热烈。电视台还特
别安排了“延禧南巡”的晚会节目，主要演员与观众现场互动，
反响热烈。

香港不少剧评文章和报道均有论及《延禧攻略》女主角
的“腹黑”，颠覆了女主角向来楚楚可怜的形象，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而且片名中“攻略”一词，更像是时下的游戏用
语，让观众见证女主角如何关关难过关关过。

除了人物性格独特，这部剧在布景、服饰、化妆等方面
都经过精心考究。有资深影视制作人指出，从《延禧攻略》可
看到内地剧在制作方面越来越认真，例如色调处理十分讲
究，整个画面让人看得很舒服。

两地电视业交流互动日渐频密

此次《延禧攻略》的火爆，让人想到十多年前的港剧《金
枝欲孽》，当时在香港和内地均大获好评。杜之克表示，《金
枝欲孽》对内地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它在制作上已经落后，但在剧本、人性的刻画上，还是非常
高明、有特点，能打动人心。

内地剧在香港走红，其实许多年前已出现过。像上世纪
90 年代的《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等，在香港
都是深入民心的作品。由于都是古装戏，减少了两地现代文
化差异带来的违和感。

近年来 TVB 差不多每年都会购买几部内地电视剧，
目标是把最主要的几个作品拿到手，例如《甄嬛传》《天盛长
歌》《延禧攻略》等。

杜之克透露，TVB 正在筹备拍摄的一些电视剧，主角
是在内地发展事业的香港人，因此故事有很大的部分在内
地发生。他认为，香港和内地是在一个文化氛围里面，而随
着两地人员交流日趋密切，越来越多的港剧将会包含内地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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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村里没钱，许子兵大胆拍板：盘活村集体资
产，公开拍卖村办公楼，新建办公综合楼。一时间，村民议论
纷纷，老父亲直骂许子兵“败家”。但他有自己的考虑：村口
新建办公楼用于出租，增加集体收入。果然，综合利用后的
办公楼一部分被主题酒店租去，村集体年增收 20 万元。

环境好了，游客多了，钱包鼓了，许子兵又在谋划着未
来：只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让村民从“一时富”，变为
“一直富”。在许子兵多方争取下，“四季花海”项目落户上横
街村。这个占地百余亩的地块今后将种上各色花卉，不仅四
季鲜花盛开，还将设置露营、烧烤等功能区和灯光秀。

过去，村民王新伟在人前人后没少挖苦许子兵。如今，
王新伟办的农家乐年收入至少 20 万元，比之前种地的收入
翻了近三番。“过去不理解书记，觉得他多事，现在知道他带
着我们发展致富，好就是好！”王新伟说。

“许”身薄弱村，甘当勤务“兵”

卡瓦诺大法官提名惊险通过

美国党争愈烈社会撕裂加剧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6 日电(记者刘阳、
孙丁)尽管遭受性骚扰、酗酒、党派政治等重
重质疑，布雷特·卡瓦诺仍然于 6 日得偿所
愿，惊险通过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投票表决，
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卡瓦诺在投票中以
50 票赞成、48 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过关，但这
一结果的副作用却是美国政界共和、民主两
党和社会中保守、自由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社会撕裂不断加剧，政治公信力不断丧失。

惊险获胜

当天针对卡瓦诺提名的投票几乎完全以
党派划分立场。51 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中除一
人弃权、一人缺席外全部投赞成票，而 49 名
民主党议员中除一人外全部投反对票。

卡瓦诺的提名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前任
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 6 月底宣布将退休，美
国总统特朗普随即提名卡瓦诺接任。从履历
上看，现年 53 岁的卡瓦诺似乎是完美人选，
他从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
担任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并从 2006 年开始
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然而，其保守的政治立场也让部分民众质疑
他的公正性。

上个月，3 名女性实名指控卡瓦诺曾在
高中和大学期间对她们进行性骚扰甚至性
侵，卡瓦诺的同学也称他频繁酗酒，这进一步
加剧了围绕卡瓦诺的争议。卡瓦诺坚决否认
这些指控，称这些是“经过计算和协调的政治
打击”。当事双方在一场近 9 个小时的国会听
证会上进行了辩论。

鉴于这些争议，多名温和派共和党参议

员均表示对卡瓦诺怀有疑虑，迫使共和党一
再推迟对他提名的投票，并同意联邦调查局
进行“补充背景调查”。

联邦调查局 3 日晚完成调查并提交了报
告。在阅读报告后，相关共和党参议员同意支
持卡瓦诺，而不少民主党参议员则对调查表
示不满。

争议持续

虽然卡瓦诺已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
官，但围绕他的争议仍在持续。就在最高法院
举行卡瓦诺就职仪式的同时，上千名抗议者
集结在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外，手持标语，高喊
口号，反对卡瓦诺担任大法官。

围绕卡瓦诺的争议主要有两点。第一，他
是否曾在上学期间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或性
侵？虽然联邦调查局针对第一、二名女性的指
控进行了背景调查，但该调查实际持续时间
仅有 3 到 4 天，形式仅限于同相关人员进行
谈话，调查报告也基本只是各方材料的收集
汇总。

美国媒体认为，这份秘密报告中没有包
含证明卡瓦诺曾进行性骚扰的确凿证据，因
此共和党普遍以“疑罪从无”的理由称调查报
告“洗清”了卡瓦诺的嫌疑。但民主党却称白
宫给联邦调查局的时间太少，限制了调查的
广度和深度，因此调查报告不够全面。

此外，还有人质疑，联邦调查局忽略了第
三名女性的指控，涉嫌偏袒共和党。

第二个争议在于，经历了充满火药味的
提名过程后，卡瓦诺还能否保证秉公判决？在
调查卡瓦诺是否性侵的听证会上，卡瓦诺一
度表现十分愤怒，称他的提名过程是“国家耻
辱”，他还拍着桌子指责民主党议员把宪法赋
予的权力用于“找茬和破坏”。

卡瓦诺充斥着党派政治色彩的情绪化表
态令不少法律界人士感到担忧。全美超过
2400 名法律学者联名致信国会，称卡瓦诺的

表现证明他不适合担任大法官。在卡瓦诺
的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也举行大规
模罢课活动以抗议对他的提名。

钟摆失控

除性侵指控外，卡瓦诺提名之争更深
层次的原因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矛
盾的激化。美国社会和政坛近年来呈现极
化趋势，无论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变得更加
激进，相互之间的斗争也越发激烈。

在 2014 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掌控国
会两院，2017 年又拿下白宫。凭借日益强
大的影响力，共和党先是在 2016 年阻挡奥
巴马提名自由派大法官，再于 2017 年同特
朗普联手将保守派法官戈萨奇送入最高法
院。

卡瓦诺进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人士
将稳占 9 个大法官席位中的 5 个。鉴于保
守派法官普遍比自由派法官年轻，因此在
可预见的未来，最高法院内部两派势力重
回均势的可能性较小。美国舆论普遍认为，
立场趋于保守的最高法院或将在包括妇女
堕胎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改变立场，这
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华盛顿邮报》刊文称，最高法院的保
守化将令其失去中立地位，成为一个政治
机构，从而丧失公信力。

虽然保守派一路高歌猛进，但自由派的
反弹也愈演愈烈。特朗普上台后全国多次爆
发大游行，主题涉及妇女权益和控枪等，但
归根结底都反映了自由派民众的焦虑。

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政府像一只钟
摆，在保守、自由两端之间摆动，而目前这
只钟摆摆动幅度正越来越大。随着中期选
举临近，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开始担心一
股自由派“蓝色浪潮”的到来，它或将把美
国政治的钟摆推向相反的方向，带来更大
的动荡。

▲ 10 月 6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最高法院前，抗议者反对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中国首条越江隧道———
打浦路隧道，中国首座外海
跨海大桥——— 东海大桥，全
球最大规模公轨合建桥隧工
程——— 长江隧桥，全球 23座
城市建设逾 400 公里的地铁
线路……这些超级工程的背
后是中国基建板块首家上市
公司——— 隧道股份。如今这
个城市建设“老字号”品牌一
路“蜕变”为全球范围内行业
认可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综合服务商，为全球城市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服务
与智慧。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隧道股份始终领跑行业，所
积累的全球 86座城市、逾千
项重大工程的丰富建设管理
经验、核心技术与齐全的产
业链资源，让我们得以站在
更高的起点再出发，为更多
城市提供最具创造力的基础
设施规划咨询、设计、投资、
建造、运营‘全生命周期服
务’。”隧道股份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焰在参加 2018“对话
上海国企领导”全媒体大型
访谈活动时说。

城市基建领域的中国标
准与中国智慧，正通过隧道
股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
到，而这“走出去”的优异成
绩单的背后，是创新求变的
锐意进取，是位居上海、心怀
天下的国际视野。

“下一步，隧道股份要做
的是要从‘上海建设’转变为
‘上海制造’。”隧道股份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焰表示，未
来，隧道股份不仅要把关注
的重点从建设端，延长到整
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端，让
所有基础设施更好发挥功
效，为城市做更好的服务。同
时，还要致力于整个建筑业
的更新，变“工程建设”为“工
业化制造”，既保证产品的质
量，同时又推动产品和服务

的“上海标准”持续进步。
未来，隧道股份还将进一步把装配式技术

延展到高架、隧道、道路、桥梁等更多基础设施
领域中，输出更多完整的基础设施产品，带着标
准和品牌为上海乃至全国城市，提供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全套服务”，打响隧道股份、“上海制
造”品牌。

改革开放 40 年，城市已不再是从零开始。
“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使
用’。”张焰表示，在浙江杭州，隧道股份以投资、
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打造的国内首个基础设
施“全寿命周期”运营管理试点项目——— 文一路
隧道即将在下个月通车。在项目规划期，隧道股
份就从运营和使用方的需求出发，从未来 20
年、100 年的更长寿命周期中，考虑最大化城市
资产的使用效率和价值。

在不断挑战隧道技术极限之外，隧道股份
近年来也尝试站在城市未来需求的高度，为新
一轮的城市更新提供工程专业支撑。比如大型
隧道工程，在满足“越江交通”等基础需求外，也
为城市各类“顽疾”寻找到了新突破口——— 例
如，解决了中环高架两侧“断头路”问题的田林
路下穿中环地道工程。

向内钻研本业、不辍创新，对外隧道股份拓
展延伸的步伐也在不断加速。“下一步，我们还
将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沿线，提供一流的城
市基础设施服务。”张焰说。而作为中国最早一
批主动走出国门的国企之一，隧道股份自 1996
年进驻新加坡以来已承建了该国 25% 的地铁
线路，连续 3 次获得新加坡承包商最高荣
誉——— 国家挑战盾奖，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
资企业。目前，隧道股份各类业务遍及印度、马
来西亚、俄罗斯等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隧道股份更与英国等更多
欧洲国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探索进入竞争更
激烈、要求更严苛的发达国家市场。

张焰表示，今天，隧道股份正以全新的思
路、全新的模式、全新的业态，不断升级与擦
亮“上海制造”品牌，向着“全球最具价值创造
力的城市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的全新愿景
全力进发。未来，隧道股份将走出上海，辐射
全国，并为全球更多国家的经济与城市发展
贡献力量，让“上海制造”闪耀世界！

(本报记者潘旭、王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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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记者吴雨、刘
玉龙)中国人民银行 7 日决定，从 10 月 15 日
起，下调部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当日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不再续做，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及创新型企业支持力度。

人民银行表示，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及创新型企业支持力度，

从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
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
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 1 个百分点。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用于
偿还 10 月 15 日到期的约 4500 亿元中期借
贷便利，这部分 MLF 当日不再续做。除去此
部分，降准还可再释放增量资金约 7500 亿
元。

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
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控，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和社
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高质量发展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
境。

此外，人民银行称，本次降准弥补了
银行体系流动性缺口，优化了流动性结
构，银根并没有放松，市场利率是稳定
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
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基本匹配，是合理
适度的，不会形成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

央行又降准，释放超万亿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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