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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福州 3 月 4 日电（记者郑良、吴剑
锋、张逸之）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

《每斤十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谁是“天价岩
茶”幕后推手？》稿件，揭露“天价岩茶”乱象及
背后的“四风”问题、腐败风险，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针对稿件反映的问题，福建省有关部门
迅速开展整治行动，坚决查处“天价茶”炒作。
多家茶企下架“天价茶”或大幅调整在售岩茶
价格。

　　稿件播发后，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向“新华视点”记者了解相关线索，并对福州
市区品牌茶叶门店展开抽查，发现部分商家存
在未明码标价、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不正当
竞争以及涉嫌销售高价岩茶等问题，当场进行
了取证、立案。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
联合发出整治通知，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
强化岩茶销售环节监管，并严肃整治在营销中
渲染享乐奢靡的不良行为。
　　对于“天价茶”背后的“四风”问题和腐败风
险，福建省纪委监委迅速行动，强化政治监督、
做实日常监督，开展集中整治。一方面，在全省
范围内，向领导干部发出倡议书，坚决抵制收送

“天价茶”。另一方面，畅通信访举报渠道，通过

网站、新闻媒体、通信运营商等发布涉及“天
价茶”等名贵特产、特殊资源问题信访举报方
式的公告，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从严快查
快处党员干部公款购买、违规收送“天价茶”
行为。
　　作为武夷岩茶的主产地，南平和武夷山
两级政府重拳整治“天价茶”乱象。当地市场
监管部门已对全市茶叶市场开展专项检查，
约谈多家核心茶企，并多次派工作组赴福州、
厦门等地武夷岩茶直营店、加盟店进行走访，
促其下架涉事产品，对有不良经营行为的茶
企予以处置。税务部门重点对“天价茶”榜单
上的纳税人 2019 年以来开具的发票数据进
行筛查，并强化税收征管。

　　武夷山茶业同业公会发出公开信，并组
织 26 家“天价茶”榜单上的茶企负责人签署
倡议书，带头抵制“天价茶”乱象。海峡两岸茶
业交流协会、福建省茶叶学会和福建省茶业
协会则共同发出倡议书，呼吁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经营管理，进一步促进武夷岩茶市场的
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更好地维护福建茶产业
的整体形象。
　　近日，记者在福州走访多家茶叶专卖店
发现，此前每斤售价一二十万元乃至数十万
元的多款岩茶已下架。据茶叶店销售人员介
绍，近期茶企和茶叶门店对部分在售岩茶价
格进行了较大调整，“非卖品”茶叶不再售，所
有在售岩茶每斤不超过 6 万元。

福建专项整治“天价岩茶”，多家茶企下架

本报记者李银、伍晓阳、庞明广

　　经济总量增长 4% ，增速全国第三……极
不平凡的 2020 年，云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在大战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多年保持增速领先的云南，经济总量全国
排名也稳步前移，从 2014 年第 24 位提升到
2020 年第 18 位，划出一条清晰的“上扬曲
线”。88 个贫困县、880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全国靠后跃居全国第
二，绿色能源、绿色食品等现代产业蓬勃发
展……近年来，云南奋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成就引人瞩目，未来令人期待！

摆脱贫困，一跃千年

　　饥饿、寒冷与贫穷，伴随着王世荣的前半
生。“小时候都是刀耕火种，种的玉米要被猴子、
黑熊吃掉一些，一年粮食只够吃四五个月。”他
说，粮食不够的时候，他们只能到山上挖野百
合、葛根和竹笋，或者到江里抓鱼。
　　王世荣是独龙族，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州贡
山县独龙江乡。这里位于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
深处，是独龙族主要聚居地。作为新中国成立之
初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直过民族”，独龙族曾经长期与世隔绝，贫困现

象突出。2014 年，王世荣所在的巴坡村贫困发
生率还高达 46%。
　　“精准扶贫，让我们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
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王世荣表示。
2014 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贯通，独龙
族彻底告别每年有半年因大雪封山而与世隔绝
的历史，迈上了跨越发展的轨道。
　　如今的独龙江乡，村村通了公路，家家住上
了安居房，户户都有致富产业。作为独龙江乡巴
坡村党总支书记，王世荣带领村民种草果、种重
楼、开民宿、养独龙蜂，日子越过越红火。仅草果
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人均收入 4500 元以
上。最近，王世荣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
　　独龙族的历史性跨越，是云南脱贫攻坚的
缩影。2020 年 11 月 14 日，云南最后 9 个贫困
县宣告摘帽。至此，云南 88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850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80 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
族实现整族脱贫。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

“困扰云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
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基础设施发生根本性变化

　　古人谓“蜀道难”，其实滇道更难。秦代修筑

多条从咸阳通达全国各地的“驰道”，宽数十
米，而在云南山岩中开凿的“五尺道”，宽不过
一两米。近代，红军长征经过云南，留下“横断
山，路难行”的感叹。如今，我国铁路网络已密
如蛛网，但在横断山区边缘戛然而止，使得横
断山区成为人口较为稠密却没有铁路覆盖的
地区。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云南发
展的最大“瓶颈”。2015 年，云南下决心加快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启动了路网、航空网、能
源网、水网、互联网“五网”建设五年大会战，
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状况。云南
省发改委副主任周民欣介绍，“十三五”期间，
云南完成基础设施投资约 1.8 万亿元。2018
年至 2020 年，云南公路、水利投资规模连续
三年居全国第一位。
　　前所未有的投入，换来了云南基础设施
条件的历史性跨越。去年 12 月 30 日，保山
至泸水高速公路、大理至临沧铁路通车；今年
1 月 1 日，丽江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通车；1
月 13 日，墨江至临沧高速公路通车……岁
末年初，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怒江
州、迪庆州、临沧市，这三个偏远的州市结束
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临沧还接入了全国
铁路网。
　　大临铁路通车当天，81 岁的佤族老人田

学明专程赶到临沧站，观看列车发车。“我最
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火车能开进阿佤山。今
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位耄耋之年的
老人难掩激动。他还清晰地记得，1958 年他
和另外 6 位佤族同学去北京上大学，一路颠
簸辗转，花了整整 24 天。
　 　 目 前 ，云 南 高 速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超 过
9000 公里，跃居全国第二；高铁运营里程达
1105 公里；民用机场投入运营 15 个，数量居
全国第三。基础设施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为
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绿色成为云南的鲜明底色

　　滇川交界，金沙江下游，白鹤滩水电站正
在紧锣密鼓施工。
　　来自昭通市巧家县的务工者黄金银和
妻子李得春，今年春节在工地上度过。他们
参与建设的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达 1600 万
千瓦，是在建规模世界最大的水电站。看着
水电站一天天“长大”，夫妻俩成就感油然
而生。
　　白鹤滩水电站是云南加快建设国家清洁
能源基地的一个注脚。云南省能源局副局长
乔国新介绍，目前云南电力总装机容量已突
破 1 亿千瓦，居全国第 7 位。其中，以水电为

主的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超过 85%。
　　近年来，云南重点培育生物医药和大健
康、旅游文化、信息等八大产业，部署打造世
界一流的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
地“三张牌”，全力建设“数字云南”，让绿色成
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能源已成为云南第一大支柱产业。依托
绿色能源优势，云南推动建设绿色制造强
省，加快打造“中国铝谷”和“世界光伏之
都”。随着自用电量大幅提升，云南彻底告别
了水电大规模“弃水”和发电量“外送为主”
的历史。
　　绿色食品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近
年来，云南以茶叶、花卉、蔬菜、水果、坚果、咖
啡、中药材、肉牛 8 个产业为重点，推动高原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南农产品畅销全国
150 多个大中城市、境外 11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健康生活目的地令人心驰神往。深入推
进“整治乱象、智慧旅游、无理由退货”旅游
革命三部曲，云南旅游业形象得以重塑。践
行全域旅游理念，打造“大滇西旅游环线”，
建设“半山酒店”，云南文旅产业加快转型
升级。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乘势而上，云南开
启新征程。

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快马加鞭未下鞍

  3 月 4 日，在天津地铁 1 号线二纬路站，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张艳红在以自己形象为主题的广告牌前
留影。
  当日，天津市红十字会在天津地铁 1 号线开展“津门专列，津生相髓”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通过在地铁
站、车厢内布置公益广告的形式，向乘客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并邀请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走进
地铁车厢，呼吁大家关注血液病患者、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行列。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津门专列
津生相髓

　　新华社海口 3 月 4 日电（记者刘邓）记
者 4 日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海南各
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试点工作成效明显。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海南全省共
有 203 起案件不再区分受害人户籍、经常居
住地、收入来源等因素，案件涉及的残疾赔偿
金、死亡赔偿金等统一按照海南省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玉萍说，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过去存在城乡赔偿标
准不统一问题，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
统一试点工作，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避免出
现“同案不同判”。
　　据了解，海南实施试点工作一年多来，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诉前调解成功率大幅提
高，受害人家属因适用标准问题引发的上诉
率明显降低。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海南试点城乡统一

　　新华社昆明 3 月 4 日电（记者王研）露
天用麦克风唱歌、跳广场舞使用大功率音响、
宠物乱吠……噪声给群众带来的困扰频频引
发争议。
  记者从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获悉，昆明
警方自 2020 年 12 月起在五华分局开展噪
声扰民专项治理试点工作，迄今行政警告处
罚 48 人次，罚款 22 人次，收效明显。
　　在警方发布的一起案例中，红云派出所
接群众报警称昆明市五华区红锦路一家商铺
音乐声太大扰民。
  民警到达后对噪声进行了检测，达 88 分
贝，于是对商铺负责人做出了警告的当场处
罚并责令其立即改正。
  第二天，派出所再次接群众报警称该商
铺依然噪声扰民。
  民警到达检测后发现，其噪声为 87 分
贝，于是对负责人做出了罚款 200 元的处罚
并责令其当场改正。
　　记者了解到，民警检测时使用的是“噪声
测试专用声级仪”。
  五华区由公安、城管、环保、市场监管等
部门和街道组成专项治理小组，并采购一批

“噪声测试专用声级仪”配发至全区 22 家派
出所，还先后 6 次组织开展培训，破解噪声扰
民取证难的问题。
  同时，警方对噪声扰民警情接报数量、区
域、时段规律等进行分析研判，对警情高发地
段的商铺、娱乐场所、烧烤摊等，视情况采取
宣传告知、责令整改、警告处罚、罚款处罚、联
合整治等措施。
  开展专项整治以来，行政警告处罚 48
人次，罚款 22 人次，制定、发放、签订关于噪
声管控、噪声干扰他人生活的各类主体责任
告知书 2.2 万余份。
　　目前专项治理成效已初显：五华分局接
报噪声扰民警情同比下降 35.51% ，处罚一
个震慑一片效果明显。

制造噪声扰民

70 人次受罚

昆明警方开展

专项治理试点

　　新华社沈阳 3 月 3 日
电（记者李铮）严重超载、车
货总质量超过 100 吨的重
型载货汽车俗称“百吨王”，
它扰乱道路货运市场秩序，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为对“百吨王”形成持续
震慑，辽宁省精准对接货车、
货物企业抓源头，利用科技
手段抓路面，“百吨王”违法
犯罪行为明显减少。
　　 2019 年 10 月以来，辽
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全警出击，共查处“百吨王”
9375 辆。在抚顺交警智能
化指挥中心，记者看到，警方
利用大数据平台分析研判

“百吨王”车辆频繁通行的点
位、轨迹及时段，通过智能化
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大屏，实
时巡查监管，发现嫌疑车辆，
就 近 调 度 警 力 ，实 施 精 准
打击。
　　抚顺交警高速一大队大
队长董广宇说，他们充分利
用高速运营指挥调度中心和
高速交警大队视频系统的实
时监控功能，24 小时全时
段、全覆盖，紧盯高速公路重
要卡口和路段，确保不留盲
区死角。
　　在路面严厉打击，有效
预防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
基础上，辽宁交警深入开展
源头治理。辽宁省交通安全
管理局和 14 个城市交警部
门精准对接“百吨王”货车企
业、货车装载源头企业、货车
运输目的地企业 1121 家，
与他们约谈、签订承诺书。
　　据介绍，这 1121 家企
业包括货车企业 269 家、货
车装载源头企业 523 家、货
车运输目的地企业 329 家。
  辽宁省交通安全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货车企业和货物的买家卖家是“百吨王”
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主体，我们在打击之前
做好服务，最大限度避免严重超载行为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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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3 月 4 日电（记者贾远琨）记
者 3 日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快速连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和浦东国际机
场两大空港的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
线工程，已挖下盾构始发井第一铲，标志着这
条市域铁路示范线进入基坑开挖阶段。
　　施工现场，挖掘机、起重吊机发出隆隆轰鸣
声，始发井基坑长 156 米，开挖深度达 25.5 米，
坑边距沪杭高铁最近处仅 10.6 米，因此施工对

高铁轨道位移控制要求极其严格。基坑开挖
时高铁轨道板顶位移限制按 2 毫米控制，确
保高铁运营安全和工期的如期推进。基坑施
工预计今年 9 月完成，年底前将进行盾构
掘进。
　　上海机场联络线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市域（郊）铁路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首批确定的 11 条市域铁
路示范线路之一，是上海市域铁路网中的首

条新建线路。线路全长 68.6 公里，途经上海
市闵行、徐汇、浦东新区 3 个区，全线设虹
桥、七宝、华泾、三林南、张江、度假区、浦东
机场、浦东机场规划航站楼、上海东等 9 座
车站，设计时速 160 公里。
　　上海机场联络线建成后，虹桥国际机场
和浦东国际机场两大综合交通枢纽间运行
时间可控制在 40 分钟之内，并可与多条既
有及在建轨道交通线换乘，方便旅客出行。

长三角市域铁路将“上新”
40 分钟“链接”上海两大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