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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2 月 18

日电(记者浦超、杨静、
陈永强)智能制造、数字
经济、“一部手机”落笔
生辉；绿色能源、绿色食
品、健康生活目的地铿锵
有力；动能转换、绿色开
放、环境 保护勇 毅 笃
行……跨越发展其时已
至，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的云南正奋力抒写绿色发
展答卷。

经济“变绿”迸

发澎湃新动能

去年末，北汽昆明新
能源总装车间项目首车下
线、江铃新能源汽车今年
3 月将完成总装生产线安
装、国内首个汽车高原实
验室设备开始调试运营、
新能源汽车产能达 10 万
辆……云南绿色动能产业
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云南去年提出打造绿
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
生活目的地“三张牌”，
吹响了转型发展号角，云
南加速从 1 . 0 版的工业
化发展向 2 . 0 版的绿色
发展。

钢铁、水泥等行业产
能加速转换，去年淘汰落
后炼铁产能 107 万吨、炼
钢 350 万吨、煤矿 1466
万吨，建成国家级绿色工
厂 1 4 户，一批水电硅
材 、 铝 材 项 目 落 地 开
工……

格局正在改变。云南
省能源局总工程师李勤
说，到 2020 年能源产业
将成为云南第一大支柱产
业。

智能制造也在提速。
单晶硅棒智能生产车间、
现代盾构机生产线、智慧
停车系统等 12 个智能制
造项目已建成投产，另有
8 个在建。同时，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数字经济”
方兴未艾。“一部手机游
云南”“一部手机办事
通”“一部手机云品荟”
让旅游、政务、购物更加
便捷……

2018 年，云南省 GDP 增速等多项经济发展指
标喜人，跨越发展其势已成。

开放“向绿”打造辐射新高地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南亚、东南亚、
中东和欧洲等地区的国际航线近 300 条，云南已由航
空网络“末端”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转变。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云
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定不移扩大和深
化对外开放，推进开放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云南
省商务厅副厅长余蜀昆说，目前“四出境”高速公路
主骨架网基本形成，中缅国际通道昆楚大铁路通车，
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双向对开，河口、磨憨、瑞丽
等跨境枢纽加快建设。

交通越便利，通关愈便捷。清晨，河口口岸车水
马龙，满载水果、蔬菜的货车抵达口岸，快速办完手
续出关，不见昔日的拥堵。昆明海关关长靳延勇说，
去年进口整体通关时间比 2017 年压缩 66 . 31% ，税
费电子支付达 88 . 5% ，无纸化报关单达 99 . 6% ，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报关 100% 覆盖。

绿色开放提速，外贸发展加快。去年云南进出口
总额完成 1973 . 02 亿元。中国中车、大华银行等 1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地云南，引进省外到位资金突破
万亿元。

余蜀昆表示，云南将继续加快电子口岸建设，推
动实现口岸各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和
申报、查验、放行一次完成，提升通关效率。

随着中缅、中老、中越经济走廊和中国—东盟自
贸区、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深入推进，云南区位优势正
变为后发优势，绿色开放新高地正加速形成。

环境“更绿”绘就美丽新画卷

蓝天暖阳下，滇池湖畔，成千上万只红嘴鸥与游
人嬉戏共舞；苍山洱海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醉人图
画；罗平百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云南去年提出要
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全面打响，湖泊保护、城市黑臭水体和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强力推进。

一手治污，一手播绿。云南林地面积、森林面
积、森林蓄积等指标去年均居全国第 2 位，林地面积
占全省面积的 68% 。

滇池、洱海等湖泊水质好转，荒山变绿，河流变
清，乡村垃圾得到处理。全民努力呵护生态美、环境
美、山水美、城市美、乡村美。

游客纷至沓来。几位来自北京的游客在洱海边摆
出各种优美姿势拍照，赞叹“这是他们的诗和远
方！”

建设美丽省份，做强“美丽”经济。普洱市是全
国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市委书记卫星说，要促进特
色生物、大健康等产业提质增效，让绿水青山成老百
姓脱贫致富的“靠山”。

金沙江畔的煤炭大县华坪县，生态环境曾因采煤
遭到破坏，如今河水清澈、林木茂盛。华坪县委书记
余丽军说，该县引导群众种了 123 万亩芒果、核桃和
花椒，黑山坡变成了“绿地毯”。

水果、咖啡、茶叶，从田间到终端，一个个绿色
食品正全链条加速发展，山水田园等绿色资源给群众
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入。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曾一度发展滞后的云
南，正用心抒写绿色发展答卷，奋力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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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16 日深夜通过社交媒体推特说，美国正在
要求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国“认领”各自国籍的、共约 800
名在叙利亚被俘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否则美方可
能“被迫释放他们”。

分析人士说，随着“伊斯兰国”分崩离析和美国宣布有意撤
军叙利亚，这批在叙关押的欧洲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成了烫
手山芋，特朗普此次公开喊话既有向盟友“甩包袱”之心，也有为
其撤军计划“善后”之意。

特朗普 16 日深夜在推特上接连发文，喊话一众欧洲盟友
说，“伊斯兰国”即将覆灭，这些被俘的武装分子预计还是会向欧
洲渗透，美国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局面，但美国已付出太多努力和
代价，“现在轮到其他人站出来承担他们有能力承担的义务了”。

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在百分之百打败‘伊斯兰国’后撤军”。
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
中共拘捕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外国恐怖主义
武装分子”。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民主军”表示，可能无法
在美国撤军后继续收押他们。

鉴于安全、法律和财政等因素，目前多数欧洲国家没有明确
表示愿意接收本国籍的极端武装分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说，在特朗普
看来，美国多年来介入中东事务牺牲巨大，不仅中东盟友，连
欧洲大国也一直搭美国便车。因此，特朗普威胁欧洲盟国“领
回”欧籍极端武装分子，否则放任这些人“回流”欧洲将成为安
全隐患，是借机施压欧洲盟国在美国撤军叙利亚后承担更多
防务任务。

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在欧籍武装分子去留问题上分歧明
显，一些欧洲国家已明确回绝特朗普要求，他们担心这些人处
理起来太棘手，可能在调查、审判、定罪中面临实际困难，最终
可能流入社会造成危害。

美国向欧洲盟友“甩包袱”，再次显示其急于从中东脱身的
战略意图。然而，在历史和现实双重制约之下，脱身并不容易。

“阿拉伯版北约”成员国内部矛盾重重、美国对以色列的
偏袒招致其他盟友反对，多重因素导致美国在叙利亚乃至中
东地区影响力下降，甚至出现“俄进美退”态势。另一方面，土
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等地区
大国影响力抬升，各有利益诉求，也不可能顺从“执行”美国意
志。因此，无论欧洲还是中东，美方指望各路盟友出钱、出人、
出力，而自己在背后掌舵，这种盘算恐怕要落空。(记者沈敏、
张伟、朱东阳；编辑孙浩)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伊斯兰国”余孽哪来回哪？

特朗普喊话欧洲曝分歧

新华社合肥 2 月 18 日电(记者陈先发、姜刚)从“户户包田”
到“人人分红”；从一次分红人均 350 元到二次分红 520 元；从普
通村庄到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得益于集体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和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正展现出村
美民富的好势头。

变“股东”，“二次分红”增幅近五成

“一没想到 2018 年会分红，二没想到分红一次比一次多！”
76 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激动地说，不久前，他家每个人
领到分红 520 元，比上一年多了 170 元。

1978 年冬，严金昌等 18 位小岗村农民“贴着身家性命”，按
下红手印，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实现“户户包田”，一举解决温饱
问题，也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小岗村的改革从未停步：“大包干”、农村税费改革、土地三
权分置改革……现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是农村“三变改革”。

让小岗村民惊喜的是：2018 年 2 月，他们领取了第一次集
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每个股民分红 350 元。2019 年 1 月，第二
次分红如期而至，分红同比增长近五成。“小岗‘二次分红’，展现
出深化改革是一个不断释放红利，增强广大农民幸福感、获得感
的过程。”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说。

正如徐广友所言，“二次分红”主要得益于小岗村开展的集
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农村“三变改革”。

2016 年，小岗村制定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讨论通过后，张榜公布。

经清产核资，小岗村主要有两块资产，即“大包干”后形成的
经营性资产合计 769 万元，还有相关市场主体依托“小岗村”“大
包干”品牌开展经营活动的无形资产。

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16 年底，小岗
村界定了 4288 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申报确认，现有成员
4361 名。”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找“主体”，获得“源头活水”

实现资源变资产，选好承接主体是关键。小岗村选择村、企
一体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改革的承接主体。

“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小岗村将部分品牌折算的无形
资产与现有经营性资产打包成 3026 万元，以占股 49% 与小岗
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按股比分红。”李锦柱说，成立集
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并发放股权证，村民从“户户包田”实现了对
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据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社长马武俊介绍，该合作社
将 3026 万元作为总股本，按界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折成等
额股份，人均股份 705 股量化股权到人。

敢于“尝鲜”的改革承接主体还有不少，既有新成立的土地
股份合作社，也有已成立的新型经营主体。

去年 8 月，小岗村致富带头人殷玉荣牵头组织所在村民组
18户农民代表签订了土地入股合作协议，成立民益土地股份合
作社，探索“小田变大田”“一家一块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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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础设施是统一经营的保障，今年该合作社将
探索稻虾共生种养模式，获得的经营收益将按股进行分红。

小岗村还探索拓展村民股权证权能，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推
广“兴农贷”“劝耕贷”，有效破解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融
资贵难题，目前已发放“兴农贷”200 万元，5户新型经营主体获
“劝耕贷”85 万元贷款。

展“活力”，促进“三产融合”

“我们在小岗村探索‘互联网+大包干’的农村电商经营模式，
打开小岗及周边地区农产品的销路。”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辉说，该经营模式已覆盖山东、河北、内蒙古等 10 多个省
区。

控股、参股的公司利润分成；小岗品牌使用费；广告和旅游
收入……马武俊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范围越来越广，已从上
一年的 820 万元增加到去年的 1020 万元。

促进“三产融合”是改革带来的发展活力。在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方面，小岗村近年来注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共培育合作社
20 个、家庭农场 3 家、龙头企业 2 家。

2018 年，北大荒团队到小岗村流转 500 多亩土地，当年即完
成土地整治投入种植，并完成 32 个水稻品种筛选试验，为优质米
规模化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北大荒答案”。

在小岗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亮点频现。过去的一年，
小岗村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从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备到园区首
家企业投产，建设突飞猛进；培训产业取得新突破；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正在争创中……

改革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2017 年，小岗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18106 元，去年达到 21020 元。

“去年 11 月，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获得农业农村部
颁发的首批登记证书，小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身份证’。”李
锦柱说，下一步将继续拓展权能，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渠道，让村
民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

从小岗“二次分红”看农村“三变改革”

美国方面对于进口汽车关税的“232 调查”报
告即将揭晓。美国政府此前屡次威胁要对进口汽
车征收高达 25% 税率的关税。如果这一措施届时
真的落地，多国汽车业将遭受严重冲击。而实施汽
车关税的原因，正是“国家安全”。

在日前闭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克尔用
罕见的不满语气表示，如果德国汽车被视为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我们真的震惊了”。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贸易争端中祭出“国家
安全”大旗的次数越来越多，连民用汽车贸易也上
升到了危害国家安全层面，下一个被美国以“国家
安全”为由打压的目标又会是谁？贸易保护主义已
到了连美国自己的盟友都深感不满的地步。

去年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钢铝进
口产品开征高关税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指出，
这“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是为了保护美
国国内产业的公然干预”。

默克尔“震惊”的背后，也显示出跨大西洋关系
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在伊核协议问题上针锋相对，在
北约军费开支上讨价还价，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都
显示出大西洋两岸的纷争在加剧，互信在降低。难怪
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官方宣传片中，提出的一个
重要议题就是———“跨大西洋同盟能否维持？”

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还
使用了“冷战思维”一词。她在谈到俄德“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时，敦促美国“放弃用冷战思维”看待这一项目，认为该项目不会
增加德国和欧洲对俄能源的依赖。

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美国对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这一管
道项目一直冷眼相向。“冷战”这个当年美德等西方阵营与苏联等
华约国家对峙时的用词，如今竟成为德国总理告诫美国的用语。

默克尔的“震惊”以及她对美国盟友直言不讳的“对呛”，是国际
社会对当前国际政治生态不满的缩影。“震惊”背后，让我们看到了
贸易保护主义有变本加厉之势，看到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强权政
治远未消弭。在这种情势之下，国际社会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维护
多边主义的声音需要继续加强，推进互利共赢的举措应该不断加
强。 (记者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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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2 月 18 日电(记者杨文、王南)山东省嘉祥县纸
坊镇有座老牛愁山，因“山路难行，老牛愁上山”而得名。老牛愁
山曾经山体残破、漫天粉尘，让村民也一度发愁。如今经过封山
造林，生态得到一定修复，山上绿意盎然，生机焕发。

对老牛愁山的变化，出生在山下东纸坊村、35 岁的刘怀苍最
有发言权。小时候在他眼里，老牛愁山是一座“花果山”。“山上绿
树成荫，抬头都不一定能见到天哩！”可逐渐地，他发现老牛愁山
漫山遍野的树被砍伐，不少山体被破坏，甚至一些山头也消失了。

原来，嘉祥山多且石质优良，有大小山头 126 座，山区天青石
储量丰富。坐拥丰富的天然资源，很多人受经济利益驱使，无节制
地开山采石。

刘怀苍回忆，老牛愁山曾经炮声隆隆，漫天粉尘令人触目惊心。
为整治无节制采石，2010 年嘉祥县开始封山禁采，实施以

荒山绿化为主要内容的大绿化工程。同时，当地通过林权改革、
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人们承包荒山。2013 年刘怀苍承包了老牛
愁山，下决心要还故乡绿水青山。

老牛愁山水土流失严重，处处都是以前开石留下的石塘坑。
上山没路、山上没土是刘怀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原先山上都
是碎石荒坡，啥都没有。先得修路，再引水上山，才能开始种树。”

刘怀苍的造林思路是，在山下面土质松软处种植果树，中部
种植观赏树种，土地贫瘠的地方种植侧柏。为节省人力成本，他
自己开车运土上山，跟着工人一起抱石头砌土墙，后来干脆住在
自己搭的工棚里。山上没水没电，他就从山下运水，用蜂窝煤取
暖，点蜡烛照明……

填土造地、栽种树苗、铺设水管，造林工程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有次雨后，刘怀苍发现山里的水汽比往时要浓得多，他知道
这是山里植被变多的缘故。“当时就跟仙境似的，觉得自己的付
出见效了。”2016 年，刘怀苍成立的合作社被评为山东省省级
休闲农业示范点。

五年时光很快过去，如今的刘怀苍也从工棚搬进合作社里。
在老牛愁山，记者看到硬化的盘山路旁种满了樱桃树。刘怀苍说，
除了樱桃树，山上还有桃、苹果、葡萄、核桃等树木，2018 年又预
订了 4 万棵杏树。据测算，老牛愁山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0%。

昔日的废弃荒山，变为了集种植、采摘、旅游于一体的生态
观光园，而在嘉祥县，像老牛愁山变青山的例子不止一个。近年
来嘉祥县共绿化荒山 68 座、造林 6 . 2 万亩，实施山坡地退耕还
林还果 2 . 5 万亩，建成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乡村 128 个。游客
闻名而来，林果生态游在这里悄然兴起。

“时间会见证一切。”刘怀苍期待着暖春的到来，因为那时
候老牛愁山又将山花烂漫。

老牛愁山不再愁

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记者侯晓晨)针对美方妄称中国
法律要求中国企业配合政府开展窃密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8 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是对中国有关法律的错误和片面解
读，美方及其个别盟友在相关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混淆视听，实
质是为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编织借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6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
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美国一直向其安全伙伴明确指出
华为及中国其他电信公司构成的威胁，因为中国法律要求这些
企业允许中方安全部门访问其网络或设备所接触到的所有数
据。另外，近期美方的其他一些人士也多次指责中国的国家情报
法，特别是该法第七条。他们称，根据该法，中国企业将配合中国
政府开展窃密行为。你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注意到彭斯副总统有关表态，也注意到近来美
方有关人士的类似言论。

“对美方有关说法，我想说明几点事实。”耿爽指出：
第一，美方有关说法是对中国有关法律的错误和片面解读。

中国国家情报法不仅规定了组织和公民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
家情报工作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国家情报工作应当依法进行、
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中国其
他法律对于保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包括数据安全和隐私权

利等，也作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都适用于国家情报工作。美方
对此应全面、客观理解，而不应断章取义，片面、错误解读。

第二，以立法形式维护国家安全，要求组织和个人配合国
家情报工作是国际通行做法，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五眼联盟”国家以及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均有类
似规定。

第三，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外国开展业务时要严
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一立场不会改变。中国一贯坚持相互
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
对此均有体现。基于这一原则，中国一向明确反对别国绕过正
常合作渠道，单方面适用其国内法，强迫企业和个人向其提供
位于中国境内的数据、信息、情报等做法；同样，中国没有也不
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
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第四，美方及其个别盟友在此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混淆视听，
实质是为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编织借口，是以
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是虚伪的、不道德、不公平的霸凌行径。

“我们希望各国真正恪守公平竞争市场原则，共同维护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促进相关产业合作的健康发
展。”耿爽说。

美妄称中国法律要求企业配合政府“窃密”

外交部回应：不应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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