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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0 月 15 日电(记者刘雅鸣、
史林静、韩朝阳)一条城市道路的命名总会因
循一定之规。在郑州，人们熟知的花园路因为
通向著名的黄河花园口而得名。在北环附近，
有条名为“三全路”的东西向要道，这个略显
特别的名字往往会引来好奇。

郑州有条“三全路”

“因为三全的老厂子在这，所以这条路就
叫三全路。”不少老郑州都能说出这个路名的
来历。

郑州人口中的“三全”，就是目前中国最
大的速冻食品企业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乍看起来，三全路与别的市内道路无异，车流
涌动，路两边高楼林立。可每次走到这条路
上，76 岁的陈泽民都会有种别样的感受：“它
是有故事的，也是有内涵和意义的。”作为三
全食品公司创立者，每每走到这条路上，老人

会想到自己的创业往事。
“当时刚建厂，四周都是荒郊野地，并没

有路，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新修了这条路，也
就是现在的三全路，”陈泽民说。2008 年，三
全食品在深交所上市，为了嘉奖企业贡献，当
地政府就将这条路的冠名权有偿出让给企
业，从此这条路改名为“三全路”。

何为“三全”？故事要从 1978 年说起，当
时，崭新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年轻的陈泽民
还是身在重庆的一名外科医生，他敏锐地嗅
到变化。次年他从重庆调到郑州市一家医院
工作，有了更多机会到广州、深圳出差，看到
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陈泽民也
受到深深触动。1988 年，他和爱人借了 1 . 5
万元办起了“三全冷饮部”，以家人的名义搞
起第二职业，专门经营软质冰淇淋，这也是三
全食品最早的雏形。

身为重庆人的陈泽民，一直有自己动手
做汤圆的习惯，一年冬天到哈尔滨出差，见当
地人包饺子一次包很多，吃不完就放到户外
冻着，于是他突发奇想：饺子能冻，汤圆也应
该能冻。1990 年，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陈泽民
手里被研制出来。1993 年，在短短三年的时
间里，三全汤圆的日产量就已达到了 30 吨。

“其实，名字是我母亲起的，她是一名小

学教师，她说你们这些搞个体户的，如果不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你们敢这样吗？”陈泽民说，
“三全”就是感念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
革开放，“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我哪敢想做第
二职业。”

名头再大，“三全”二字从不改变

“有时宵夜吃速冻汤圆，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没你我们可吃不上。我说，没我你也能吃
上，但没有三中全会，没有改革开放可就真吃
不到了。”陈泽民笑着说。

三全食品伴随着时代的脉动不断发展壮
大：1993 年三全食品厂成立，1998 年改制为
郑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2001 年变更为郑州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三全食品在
深交所上市。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原来作坊
式的小工厂已发展成为具有 400个品种的大
型企业集团。

从三全冷饮部到食品厂到食品公司到股
份有限公司再到如今的上市公司，企业的名
称、规模、组织结构、管理模式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陈泽民的称呼也从“陈师傅”变
成“陈厂长”再到“董事长”。“名头越来越大，
但‘三全’二字从来没有变过。”他说。

陈泽民说，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进一
步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发挥企业家作
用，有的地方还提出政府是企业的“店小二”，
树立起强烈的为企业服务意识，这都让他备
受鼓舞。

改革开放将催生更多普通人

的成功故事

从无到有，从小路到主干道。全长 10 公
里的三全路直通郑东新区。40 年流光过处，
改革开放的中国用无数普通人的故事、用活
力与生机向世界宣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陈泽民最初的梦想只是希望通过办企
业让家人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不曾想，一颗
小小的速冻汤圆最终走向全国、走出国门。
“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走的是一条改革开放的
道路。”陈泽民说。

“三全是在不断的思想解放中发展壮大
的。”陈泽民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必由之路，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
路。

如今，三全的接力棒已经递到了下一代
人手中。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70 多岁的陈
泽民再次“下海”，投身于地热能源开发。

郑州，一条路的故事与见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记者邰思聪、
鲁畅、马晓冬)打着弘扬传统文化、传统孝道
等旗号给老年人讲课、洗脑，借机把成本低廉
的产品“包装”成能治百病的保健品高价推
销，牟取暴利……记者调查了解到，这个名为
“长寿工程”的老年人会销活动在全国多地开
展。记者进入会销活动现场进行暗访，揭秘骗
局内幕。

会销现场：连哄带吓，老人 5

天花 8900 元

日前，记者以合伙经销商身份进入位于
中福丽宫品牌基地的“长寿工程”会场进行
暗访。会销活动开始前，老人们先接受了“藏
式传统药膏按摩”的免费体验活动。半小时
后，会销活动开始。据记者观察，当天有 200
到 300位老人参与。

记者发现，为获取老年人信任，主办方
会先要求老人交付现金换取产品券，有的老
人交了 100 元，有的则交了 8000 元。在讲授
过程中，主办方先将现金归还给老人，并赠
予老人号称价格不菲的赠品，使老人防范心
理降低，最后通过各种推销手段，把老人手

中的钱再次拿到手。
一位连续参加了 5 天会销活动的老人告

诉记者，现场讲师先送给每人一份声称价值
12600 元、现场只售 7000 元的“青藏 1 号”产
品，称这款产品可以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等心
脑血管疾病。

“讲师现场还播放了心脏搭桥手术视频，
在场的老年人看了很害怕，几乎都买了产
品。”她说，卖产品时，讲师说第一份是免费送
的，第二份需要购买，不少老人在营销手段的
诱导下，又将退还的 7000 元主动交给工作人
员，购买第二份产品。

她告诉记者，5 天来，她一共花费了
8900 元，包括 7000 元的“青藏 1 号”，以及其
他名义花费的 1900 元。

记者注意到，“青藏 1 号”产品并没有保
健食品认证标识或批号，有的仅是食品批号，
其配料也只有白刺果、黑枸杞、番茄和香菇。

利益链条：经销商拉人头、会

销方忽悠，双方五五分成

记者调查了解，在“长寿工程”所组织的
会销活动中，现场会销由该公司负责邀请讲

师、销售产品、录制视频，合伙人则负责组织
老年人到现场“听课”。在为期多天的活动里，
组织者会安排三次“卖货”，所得利益与合伙
人五五分成。

一位曾经与“长寿工程”合作过的经销商
告诉记者，这些合伙人都有自己的线下直营
门店，售卖保健床垫、高电位治疗仪等产品，
光顾者以中老年人居多，使合伙人拥有不少
老年客户资源。“但直营店的利润远没有会销
来钱多、来钱快。”

他告诉记者，与“长寿工程”合作时，他销
售的是一款标价 2380 元的负离子驻波机即
净水机，四五百名老人中有一半掏钱购买。实
际上，这款净水机成本只有 200 元左右，根本
起不到宣传中的功效。

怕走漏风声时间地点前一天

才通知，用现金减少交易痕迹

记者了解到，去年 7 月，国务院食安办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
一年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
此后，针对保健品公司借会议营销坑骗老年
人的情况，全国多地掀起整治风暴，取得一定

成效。但是，顶风作案的情况仍有发生。
记者在此次暗访中发现，为躲避打击，

会销手法更加隐蔽。知情者告诉记者，“长寿
工程”从 7 月份开始在中福丽宫品牌基地进
行了多期会销活动，其间有一些老人及其子
女因组织方拒绝退款或发现情况不对而选
择报警。此后，会销活动转至度假村中进行。
“在哪开、几点开，组织方要到前一天晚上才
会通知合作经销商，怕走漏风声。”

公安部门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一些商品“食药同源”的特效，为逃避法律处
罚，不少商家用药物效果骗取消费者，但在
注册产品批号时使用的是食品批号。多数会
销人员要求老年人以现金形式进行交易，无
形中减少了交易痕迹，增加了打击难度。
执法人员建议，应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

对产品来源、宣传行为、营销手段等的合法性
进行核查，及时固定证据，形成打击合力。

连哄带吓，有老人被骗 5 天花掉 8900 元
暗访揭秘老年人保健品会销骗局

西藏山体滑坡

抢险救灾便道修通

▲工作人员驾驶大型机械在昌都市江达县的高山牧场上抢通道路（ 10 月 14
日摄）。11 日凌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境内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部分
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被迫转移。经过连续奋战，施工人员修通了卡贡乡至波罗乡 8
公里可通行大型车辆的便道，这将为大批救灾物资运往灾区、确保受灾群众过冬提
供保障。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记者阳娜)15
日，北京市网信办针对 360doc个人图书馆未
能有效履行平台监管责任，导致平台上长期
大量存在严重违法违规信息，经督促整改效
果不明显，依法约谈 360doc个人图书馆的主
要负责人，责令立即开展专项整治进行全面
整改，整治期间(自 10 月 15 日 16时至 11 月

15 日 16时止)网站停止服务。
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
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
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
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规定，网络运营者对用户发布的信息具有审
核管理义务。360doc个人图书馆对其站内信
息疏于管理，导致违法违规信息大量存在，
产生恶劣影响。

360doc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落实管
理要求，立即进行彻底整改，确保依法运营。

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 360doc 个人图书馆

（上接 1 版）面对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问题，小岗在安徽率
先开展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发出了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一证”；为了让农民共享集体收益，小岗探索了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
股”，并于今年 2 月发放首次分红。

和改革开放同龄的小岗村民殷玉荣不久前也干了一件
“敢为人先”的事儿，她牵头组织所在村民组 18 户农民签订了
土地入股合作协议，探索“小田变大田”的规模经营新模式，让
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变资产。殷玉荣说，土地入股能破解粗放
经营、产销不对路等问题。她计划把规整后的土地统一经营，
水田探索稻虾共生，旱地种植油菜，经营收益在提取少量公积
公益金外，全部按股进行分红。

常讲常新的改革蹚出了一条条发展新路，带来了一波波
改革红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岗村总产值增长超过
55%，达 5 . 42 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820 万元，比 2012 年翻
了一番。

“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
不改革难发展。”安徽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说。

从“一声惊雷”到“多点开花”，这不仅是小岗的改革轨迹，
更是中国改革不停步的“缩影”。

改革并非坦途：从“认识起伏”到“人心思进”

当年小岗人的创举，使小岗蜚声天下。纷至沓来的学习考
察团，让小岗所在的凤阳县不得不把学校腾出来接待住宿，小
岗人在光环之下也一度陷入了改革的“快活三里”。

“大包干”解决了吃饭问题，无工不富，要发展还得办企
业。当年起草“大包干”生死契的严宏昌对小岗错过乡镇企业
的发展浪潮耿耿于怀。在“大包干”后，他自费考察江浙经验，
动员村民们办集体企业，但最终因意见不一无疾而终。当上全
国标杆的小岗人觉得，是农民就该安心种地，“多打粮食才是
硬道理”。

2003 年，“大包干”20 多年后，小岗村陷入发展困境。全
村人均收入仅 2000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 3 万
元，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乱建房、乱倒垃圾普
遍……

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在起起伏伏中，小岗人逐渐形成共
识：“社会不断发展，小岗得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行呐。”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04 年，在以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沈浩为代表的党组

织带头人带领下，小岗村开始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沈浩书记来了后，做得最多的也是最难的事就是解放人们

的思想。”“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说，那时小岗人“等靠要”思想严
重，明知光靠种地刨不出金子，却不敢尝试其他产业。

51 岁的村民王如霞就曾是沈浩当时的“工作对象”，为了
劝她种植葡萄增收，沈浩主动上门动员，讲市场、说销路，最终
打消了她的顾虑，王如霞成了第一批“敢吃螃蟹”的葡萄种植
户。如今，她的 4 亩多葡萄园备受游客青睐，一年收入就有 5
万多元。

思想变，发展好。“过去我们认为，土地是命根子，苦守着一
亩三分地，老是致不了富。”严金昌说，现在小岗人的观念转变
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才是对路，他家的 35 亩地全都
流转了出去，一家人专心经营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

人心思进的软环境加上“大包干”的名气，让小岗日益成
为投资的沃土。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小岗，实行“互联
网+大包干”的农村电商经营模式，打开小岗农产品的销路；福
建盼盼食品集团投资 10 . 6 亿元建设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今年底第一块小岗产的面包将下线。

“过去小岗村老百姓牢骚多，这几年基本没有了。”滁州市委
书记张祥安说，持续深化的改革解决了小岗人的发展问题，让他
们有了获得感、有了奔头，人心思上、思富、思进的氛围起来了。

如今，小岗 4000多村民中，自主创业的农场主、种养大户、致
富带头人等已达 100多人，从事二三产业的超过 2000人。

唯改革才有出路：从改革地标到精神高地

2018 年金秋，中国农村改革 40 年暨中国乡村振兴高层
论坛在小岗开幕，与会的专家济济一堂，畅谈乡村振兴，总结
改革得失。

就在几个月前，来自 45个国家和地区的 66个政党领导
人和代表在小岗就“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内专
家学者开展了对话讨论。

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小岗，是来探寻当年改革的初心，更
是来汲取改革的力量。

40 年来，小岗村受到过“发展太慢”的指责，甚至还有种
种曲解。敢闯敢试的“大包干”精神是否过时？今天的小岗又有
着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小岗是改革的精神高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小岗‘大包
干’精神仍然不过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认为，小
岗“大包干”成功的背后是小岗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
神，是党和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为民精神，这
些构成了小岗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
水区、关键期，小岗精神仍熠熠生辉，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16 年 4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
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
新的篇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
已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不久前，小岗村党委换届，“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之
子严余山再次当选新一届党委委员，负责产业发展和招商引
资等工作。他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 小岗村新评选出的 18
位致富带头人之一。

从当年 18 位“大包干”带头人到今天小岗新 18 位致富带
头人，两个“18”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改革精神的传承与
接力。“40 年前，父辈是被饥饿倒逼着变革，今天我们有更多
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改革的步子迫切需要再快一点再大
一点。时间不等人啊！”严余山一口气列了一串早已盘算好的
计划：放大小岗品牌优势、增加村民分红、制定乡村振兴人才
培养计划、打造智能农业……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于小岗是擦亮改革名片之机，更
是新一轮发展的冲锋号。

今年 4 月，小岗村组织了“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
大讨论，群策群力制定了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深化农村
改革、实施产业兴农战略、完成小岗 5A 景区创建等目标具体
清晰，仅 2018 年的具体任务就细化到 60项。

“小岗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将做优一产，构筑
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做强二产，构筑农副产品加工平台，做好
三产，创建 5A 景区培育培训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打造全
域性的田园综合体。”李锦柱信心满满地描绘着小岗的未来。

“通过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小岗村与全省、全国同进
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现在想想当初干对了。”严金昌
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
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严金昌的家里，当年讨饭的花鼓如今成了吸引游客的物
件，花鼓唱词也从“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变成了
今天“凤阳再不是旧模样，致富的道路宽又长”。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5 日电

小岗，与时代同行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变迁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记者邰思
聪)北京市老龄办 15 日发布《北京市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显
示，截至 2017 年底，北京市 60 岁及以上户
籍老年人口约 333 . 3 万，占户籍总人口的
24 . 5%，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

北京市老龄办介绍，近年来，北京市老
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60 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从 2012 年的 262 . 9 万增长至 2017
年的 333 . 3 万。北京市平均每天净增 500 余
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天净增 120 余名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预计到 2020 年，
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将超过 380 万，常住老
年人口将超过 400 万。

此外，白皮书中显示，北京市老年人中
长寿特征凸显。从 2012 年至 2017 年，北京
市 80 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从 3 . 3% 提升到 4 . 1%。2017 年北京
市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 82 . 15 岁，百岁
老人数量也由 2012 年的 544 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833 人。

北京发布老龄白皮书

老年人长寿特征凸显

据新华社上海 10 月 15 日电(记者吴振
东、许晓青)15 日，上海市民政局公布了 2018
年上海市百岁寿星榜，现年 111 岁的徐素珍
(女)成为目前上海最高寿的老人，101 岁的费
鹤年与 100岁的徐曼倩成为上海最高寿夫妇。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等有关数据，1953 年
上海仅有 1 名百岁老人，2011 年百岁老人数
量首次突破 1000 人，2017 年这一数字首次
突破 2000 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海
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81 人，比去年同期增
加 246 人。性别上看，男性占 25%，女性占
75%；年龄上看，100至 102 岁占 82 . 9%，103
至 105 岁占 14 . 9%，106 岁及以上占 2 . 2%。

在最新公布的寿星榜中，111 岁的徐素珍
成为上海最高寿老人。家属表示，老人性格开
朗、心地善良，平时省吃俭用，但只要谁家有困
难，她都会捐钱相助。在子女们看来，平时多孝
敬，保持家庭和睦，也是老人的长寿秘诀。

上海公布寿星排行榜

最高寿老人 11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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