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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 月 17 日电(记者王劲玉)近日，媒体报道了
“国贫县贫困户有奔驰奥迪车”一事。1 月 16 日，调查组公布了
调查结果。相关负责人介绍，媒体披露的贫困户车辆信息，是
2018 年年底开展的贫困户机动车辆核查比对表。针对媒体关
注的有奔驰、奥迪、一户多车问题，连日来，调查组组织力量，
开展了重点核查，经多方取证、反复比对核实，目前已调查核
实清楚。同时，调查组正在对 427 辆汽车信息逐车逐户逐人核
查比对。

媒体报道名下有奥迪车的刘某连，女，47 岁，隰县人，女儿
在某大学、儿子在县高中就读。2013 年因学、因病致贫，识别为
贫困户。贫困识别时，全家 6 口人，婆婆任某某二级残疾，本人当
年因病手术，2018 年公公病逝，丈夫车祸意外去世。刘某连
2015 年以来一直在北京打工。家里通过危房改造、教育、产业、
光伏扶贫等政策帮扶，2018 年底脱贫。经查证，其名下京
E54541 奥迪轿车，车辆初次登记时间为 1998 年 8 月，车龄 21
年，此车在 2014 年 9 月以 4000 元价格做过交易，2016 年 5 月
刘某连的工友张某借用其身份证再次办理了交易手续，登记在
刘某连名下。在此过程中，刘某连没见过车辆、没出过钱、不是实

际所有权人。
媒体报道名下有 5 辆车的贾某，男，29 岁，隰县人，

2013 年底单独识别为贫困户。11 岁时母亲患癌症去世，12
岁大哥车祸致残，当时家里十分困难，欠有外债。2014 年靠
村里帮助，贷款 3 万元起步，承包车辆跑运输，当年就挣了
1 . 4 万元，翻了身、脱了贫。目前在山西吕梁市与朋友丁某经
营二手车生意。经查，贾某名下登记有 5 辆车，其中，2 辆为
贾某脱贫后购买，一辆晋 AS263P 大众宝来轿车，于 2016
年 12 月以 12 . 4 万元分期付款购买。一辆晋 LA9611 红岩
货运汽车，于 2018 年 5 月以 16 . 8 万元通过贷款和借款方
式购买，计划转卖。另外 3 辆车是其朋友吕梁市丁某购买，

以贾某身份证在临汾车管所上户登记，目前 2 辆二手桑塔
纳轿车已卖出，购买价格分别为 1 . 8 万元、1 . 75 万元，还未
办理过户手续，1 辆红岩牌货运汽车价格 14 . 5 万元，至今还
未出售。

媒体报道名下有奔驰车的郭某芳，女，36 岁，山西晋城
人。经核查，其名下确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牌晋
E92706，系郭某芳婚前财产。王某与其父母一家三口，因病致

贫，2013 年底识别为贫困户以来，其父被聘为护林员，家庭享
受退耕还林补贴、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和农村低保等政策，
2015 年底脱贫。2016 年，王某去晋城打工期间认识郭某芳，
2017 年 12 月王某与郭某芳在隰县老家结婚，平时生活在晋
城。2018 年 7 月，隰县开展贫困人口动态调整中，经村评议、
乡审核，按整户识别要求，将郭某芳以脱贫人口纳入。经调查
认定，郭某芳、王某不符合贫困识别“八不进”和整户识别“共
同生活、共享收支”的要求，目前已对郭某芳、王某做出清退处
理，并对 4 名把关不严、核查不准的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隰
县纪委监委决定，对陡坡乡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党委委员、武
装部长师某某诫勉谈话，给予陡坡乡辛庄村包村干部、陡坡乡
果业站站长王某政务警告处分，给予陡坡乡辛庄村党支部书
记康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陡坡乡辛庄村委会主任鹿某
某党内警告处分。

隰县县委、县政府表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基本方
略，识贫、帮贫、脱贫全过程、各环节必须精准。疑似问题将
彻底核查，有错必改、有错必究，对贫困识别不准的，该清退
的坚决清退；对违规违纪的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山西公布“国贫县贫困户有奔驰奥迪”调查结果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周晔、宣力祺

马马尼酷爱滑雪，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在滴水成冰的季
节，从大山这头的家乡，一直滑到大山那头的城市。

16 日，马马尼和他的 8 名同伴脚踩毛皮滑雪板，完成了在
新疆阿尔泰山区历时 11 天、行程超过 300 公里的滑行，顺利抵
达终点阿勒泰市。

包括马马尼在内的 9 位牧民组织了这次从大山到城市的滑
行，目的是让更多人关注毛皮滑雪、参与滑雪运动。

他们使用的毛皮滑雪板用松木、马的毛皮制成，雪仗只有一
根，由桦木削成。这种装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 . 2 万年前。

马马尼 8 岁时得到了人生第一副滑雪板。
“没有毛皮，父亲用一些粗绳缠绕在雪板底部，增加摩擦力，

这样才能踩着雪板上山。但粗绳毕竟不如毛皮，好不容易爬到半
山坡，又跐溜一下滑了下去，走三步退两步。”

又一年后，节俭的父亲攒下一块皮毛，为马马尼做了副真正
的毛皮滑雪板。父亲带着他在村子附近的缓坡上滑，在牧区空阔
的大山里滑，马马尼摔倒再爬起、爬起又摔倒……直到他驾驭了
那副滑雪板，那件他童年最棒的玩具。

马马尼说，毛皮滑雪板是为大山而生的。它最大的特点在于
雪板底部包裹的皮毛：上山逆毛，摩擦力增大，易于抓地；下山顺
毛，摩擦力减小，便于加速。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生活在阿尔泰山区的人还穿着毛皮
滑雪板出行、狩猎。现在，1989 年出生的马马尼却踩着它去完成
一项既不赚钱、还有危险的“极限运动”。

在滑雪这件事上，马马尼与父辈之间的分野源于牧区生活
方式的变迁。

农村公路的修建、清雪能力的提升，使马马尼所在的小村禾
木变身广受游客青睐的“最美雪乡”，成了新疆北部最富有的村
庄之一。

以马马尼为例，他是牧民，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牧民。他
拥有 20 头牛和 10 匹马，却很少亲自喂养，他把牲畜交给别人代
牧，腾出更多时间参与到旅游业中，开办民宿、餐厅，租赁马匹、
爬犁。

去年一年，马马尼一家的收入约 15 万元，从旅游业中获得
的收入占全年收入的 86%，牧业收入才刚过 10%。

不用跟着牛羊到处转场，马马尼有了更多时间滑雪。从
2008 年开始，马马尼每年都会制作一副毛皮滑雪板，用来参
加本县或邻县举办的毛皮滑雪比赛，奖金虽然不多，他却乐此
不疲。

根据当地传统，几乎没有女性学习毛皮滑雪。但在去年
冬天，马马尼却为 6 岁的大女儿乌日斯拉制作了一副迷你
毛皮滑雪板，教她怎样在厚厚的积雪上完成第一次滑行。明
年冬天，年满 5 岁的小女儿查其拉将是马马尼下一个授课
对象。

马马尼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当山里的积雪及膝深，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就带着单板、双板来到禾木，马马尼和他们成了
朋友，他教游客使用毛皮滑雪板，游客向他传授单、双板技巧。

1 个月前，十几名本村、邻村的滑雪爱好者开始筹划这次
特别的滑行，有的人称其为“极限穿越”。根据计划，他们将从
邻村白哈巴出发，穿越阿尔泰山的沟壑、冰河和丛林，最终抵
达目的地阿勒泰市。300 公里的总行程，1/3 的路段是无人
区，滑完全程至少需要 10 天时间。

马马尼从未参加过这么长距离、长周期的滑行。他和怀孕
7 个月的妻子反复沟通，最终决定报名参加，一向腼腆的他在
这件事上显得十分笃定，“滑行线路里的一些地方，我小时候
就去过，父亲在那里教会了我滑雪，我有信心”。

1 月 5 日，9 位牧民冒着迷路、掉队和雪崩的危险，踏上
漫漫长路。

出发第四天，马马尼和同伴每人拖着重达 40 公斤的物资
翻越陡峭的哈拉克姆达坂。队员们走“之”字形登山，仅上坡路
就走了 20 公里。天黑后，队伍仍行进了 3 个小时，当天总行程
超过 44 公里，汗水彻底浸透了冬衣。

第六天，滑雪队抵达碎石遍布、育有河流的哈拉达河谷。
这是最危险的路段之一，除了河岸边残留的狼的脚印、马鹿尸
骨，牧民们更担心雪板与坚硬的岩石接触后，毛皮出现松动或
雪板承压断裂，又担心盖着“雪被”的冰河表面出现松动，有人
坠入冰河；

第七天，队伍顶着漫天风雪，进入没有手机信号的无人
区，茫茫雪原之上，几乎连一小块可以遮风挡雪的树林都见不
到，只有 9 个步履蹒跚的身影，一点一点向着雪原更深处行
进……

过去 11 天，9 位牧民在密林间扎营，在风雪中前进，在没
有补给的无人区生存。马马尼自己曾连人带板摔进 1 米深的
雪堆，战战兢兢趟过未封冻的冰河，一步一挪绕过万丈深的悬
崖。紫外线和风雪把他的脸变得黝黑发红，长长的胡子结满了
霜雪，身后那只羊皮口袋，出发时有 40 公斤，现在还不到 10
公斤重。

抵达终点那一刻，马马尼向大家袒露了一件藏在心里的
事——— 他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滑行，“我想告诉孩子们，无论她
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不要放弃，这是滑
雪教给我的，也是我想教给她们的”。

结束这次滑行的地点在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这座巨
大的现代化滑雪场内架设着索道、缆车，在最高的雪道顶端，
还建有一座木屋咖啡馆。

望着将军山，马马尼仿佛看见了大女儿乌日斯拉穿着单
板，和朋友们一起在雪道上回转，小女儿查其拉扛着双板走进
木屋…… 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17 日电

极限“滑越”：新疆 9 牧民 11 天 300 公里跨雪原

▲马马尼从位于新疆布尔津县禾木村的家中出发，
前往位于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的起点集合（1 月 4 日
摄）。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上接 1 版)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能激活创新。
最近，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表示，微软亚太首家、全球

第三家，也是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
验室落户上海张江科学城人工智能岛。该实验室计划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开始运营，旨在推动制造、零售、医疗等
行业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

在日趋白热化的全球科技竞争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和生物医药众所瞩目。针对这些重点领域，上海集中力量攻
坚突破，抢占制高点、跑出“加速度”。

负责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截至 2018 年底，张江科学
城首轮 73 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在“中国芯”“创新药”方
面，张江突破了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在建的硬 X 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建成后，张江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水
平最高的光子科学大设施集聚地。

新起点上再出发，用好“四大战略支撑”

增设自贸区新片区、上交所设立科创板、长三角一体化
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 2018 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中央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近期召开的上海市委全会提出，这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连同进博会一起，构成了上海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推进
改革开放的“四大战略支撑”。

自贸区新片区是上海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平台。新片
区不是自贸区面积的简单扩大，重在制度的创新和功能的重
构。上海将在自贸区新片区内，选择体现国家战略需要、国
际市场需求大、对外开放要求高的重点领域，实施有国际竞
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体系。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上海扩大对内开
放的重大平台。今年，上海将抓紧研究、探索实施区域一
体化制度创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试点举措集中落实、率
先突破、系统集成。

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市场的重大制
度创新，将打通科技与金融的连接通道。按照中国首席经济
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的看法，现在 A 股上市公司以金
融、地产等周期性行业为主导。科创板瞄准新兴产业，有利
于培育和激活发展新动能。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
举措，也是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大平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
长、商务委主任尚玉英说，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完善第二
届进博会的主体方案和实施方案，确保“规模更大、质量更
好，也更为精彩”。

面对新的实践要求、重大任务，没有现成的范例和可循
的模式。上海市委表示，要“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要求，
创造性地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唯有如此，才能使上海的工
作有兴奋点、落实有发力点、经济有增长点、发展有新亮
点。

新华社上海 1 月 17 日电

新华社沈阳 1 月 17 日电(记者孙
仁斌、汪伟、赵洪南、高爽)三九严
寒，朔风凛冽。中德(沈阳)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内一派繁忙景象：运输车
辆穿梭往来、施工机械高速运转。这
是德国宝马集团在沈阳的新厂区，不
久前，这家国际汽车巨头宣布在这里
增资 30 亿欧元。

一段时间以来，辽宁不断加大对
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走进
来谋合作，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求发
展，宝马集团这样的“老朋友”留了
下来，更多“新朋友”不断加入，不
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朋友圈”为辽宁
注入了全面振兴的新活力。

“朋友圈”持续扩大

振兴发展气象新

2019 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透
露：过去的一年，沈阳华晨宝马
X3 、大连英特尔二期、法国雷诺、
沙特阿美等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在辽宁
投产、签约。辽宁老工业基地给很多
客商相对“闭塞”的印象正在改变。

“辽宁是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唯
一的陆海双重门户，有着沿海沿边优
势。”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黄洋说。

从 2018 年初开始，辽宁省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制订《辽宁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
案》，创建“中国—中东欧 16+1 ”
经贸合作示范区，参与构建东北亚经
济合作圈。

2018 年 10 月，法国雷诺集团和
华晨汽车集团、沈阳市政府在巴黎共
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全面推进
更高层次的合作。

“与雷诺集团合资合作后，华晨
汽车将有效解决现有平台老化、产品
单一、产能利用率低等后续发展问
题。”华晨汽车集团董事长祁玉民
说。

沈阳东软医疗、大连中远海运、
辽宁省机电设备成套公司、沈阳远大
等一批辽宁领军企业通过“走出去”
实现新发展。

抚顺石化总经理李天书说，“走
出去”的战略让企业在世界市场浪潮
中搏击，他们以市场为导向，做大做
强石蜡产业，按照世界市场需求调整
企业发展方向，目前抚顺石化石蜡产
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八分之一。

2018 年，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约 32% ，与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对外交往合作的“朋友圈”不断
扩大。

开放合作补“短板” 内外并重建平台

“过去辽宁也在搞开放，但是紧迫感不够强，很多发
展机遇没有抓住。”辽宁省政协委员、禾丰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卫东谈起辽宁的对外开放深有感触。

金卫东说， 2018 年，他的公司在韩国、日本、印尼
等国家的肉食鸡和饲料销售方面保持了很好的成绩。“现
在正在办理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审批手续，下一步，我们
还计划打入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

辽宁省商务厅对外开放办公室副主任马宁介绍说，
2018 年，为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辽宁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带团出访，推动一批重点外资项目签约落地。据
统计，全省 14 个地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带队“走出去”招
商 391 次，对接企业 2705 个，洽谈项目 1509 个。

辽宁还通过推动新平台、新载体创建，在自贸试验区
建设和“中国—中东欧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创建方面
取得新进展，接任 2019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
联合会中方主席省。

不仅盯住外资外企，辽宁还把寻求开放合作的目光
投向国内先进省份和优质企业。2018 年 9 月，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峰会在辽宁举办，峰会期间项目签约金额
2596 亿元。去年全年实际到位内资同比增长 11 . 9%。

筹谋开放新画卷 全面振兴再出发

岁序更替，站在新的时间起点上，辽宁省谋划新的对
外开放格局。

今年的辽宁省两会上，省政府对扩大开放做出新的部
署：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大
力促进跨区域合作，抓好人才“引育用留”。

一幅开放图强的发展辽宁画卷沿着“一带一路”快速
铺展：辽宁企业在印度、印尼、罗马尼亚等投资建设的境
外工业园区已初具规模；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印度生
产基地等一批项目达产；“辽满欧”“辽蒙欧”“辽海
欧”三条国际运输大通道建设已经构成了承南启北、连接
国内外的国际运输走廊……

“下一步辽宁还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统筹做好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等工
作，推动对外开放取得新的突破。”辽宁省商务厅厅长宋
彦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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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春 1 月 17 日电(记者孟含琪)记者从吉林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等 13 个
部门联合启动百日行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其中，含有
断言功效、保证安全性、说明治愈率等内容的违法广告，欺
骗、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将被重点查处。整治时间从
2019 年 1 月 8 日开始，至 4 月下旬结束。

此次行动将重点查处与人民群众日常消费密切相关的
行业和领域，包括食品(保健食品)；宣称具有“保健”功能的
器材、用品、用具；日用消费品；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等日用
家电；玉石器等穿戴用品；声称具有“保健”功效的服务等。
重点查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重点领域的违
法广告。以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户外为重点媒介，重点
查处含有断言功效、保证安全性、说明治愈率等内容的违法
广告。重点查处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重点查处违
法广告代言行为，严禁利用健康养生节目栏目变相发布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吉 林 ：重 点 查 处 欺 骗

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

寒假前的安全教育
▲ 1 月 17 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民警张仁乐在指导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生正确佩戴消防自救

呼吸器。当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的民警们深入辖区中小学校，为学生讲解常见的救生知识，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增强自救和互救能力，让学生们过一个快乐、平安的寒假。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致国家损失近 20 亿，许家贵一审获刑 14 年
新华社合肥 1 月 17 日电(记者张紫赟)安徽省芜湖市中

级人民法院日前对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原书记、董
事长许家贵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公开宣判，对被
告人许家贵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 万元；
对许家贵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对其其他违法所得继
续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许家贵
利用其担任徽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资金担

保、公司管理、项目合作、职务提任等方面为有关单位及个人
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现金、购物卡等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133 万余元，其中 284 万元至案发尚未取
得。许家贵在担任徽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合计 19 . 8 亿余元。

同日，芜湖中院对徽商集团原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张皓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公开宣判。法院一
审判决张皓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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