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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省政府网站公布《中
国（西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实施方案》，提出14条具体
措施。力争用3—5年的改革创
新试验，将西安打造成为中西部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聚集中心、创
新创业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并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多点合作，形成具有一定国际影
响力的跨境电子商务聚集区和
产业示范区。

《方案》提出，通过搭建线上
综合服务平台、线下综合支撑平
台，构建信息共享体系、金融服
务体系、智能物流体系、电商信

用体系、统计监测体系、风险防
控体系，为跨境企业提供金融、
物流等供应链综合服务。在通
关、结汇、支付、物流和退税等环
节，建立事前监管、事中控制、事
后可追溯的跨境电子商务监管
新模式。

在海关监管服务上，优化通
关作业流程、监管模式和技术标
准，支持发展线上销售、线下展
示新模式，完善账册管理制度和
清单管理制度。在通关模式上，
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简化通
关流程，降低抽检比例，提升通
关效率。发挥“单一窗口”公共

服务平台作用，通关、出口退税、
收付汇和结售汇实现全程无纸
化。同时，《方案》对创新外汇收
支和结售汇管理服务，构建跨境
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环境，促进跨
境电子商务聚集发展，加快跨境
电子商务配套产业链建设方面
提出了多项措施。

综合试验区将拓展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客货运航线和中欧
班列长安号线路，将打造海陆空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大通道。鼓
励国内外物流、快递企业与跨境
电子商务物流仓储中心对接，推
动传统仓储物流企业转型升

级。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在西安主要商圈、
社区及综合保税区开设跨境电
商线上线下体验店和直营店。
在吸引创业人才、发展跨境电商
企业方面等提供支持，优化提升
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发展环境。

根据《方案》，综合试验区分
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将已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的西安
国际港务区和西咸新区空港新
城，作为综合试验区首批先行
区；第二阶段，将条件成熟的区
（县）、开发区分批纳入综合试验
区范围。 本报记者文晨

开展全民普法，把法律交给
亿万人民群众，是法治发展史上
的一大创举。自 1986年以来，
我国已制定实施了七个五年普
法规划，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
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全社会法
治观念明显增强。

为了让公众实现快乐学法，
将普法与游戏相结合的“快乐普
法”活动近年来在陕西各地陆续
开展。现在，“快乐普法”活动走进
延安大学的图片收录在“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型展览”第四展区第二单元中。

2017 年 5 月 16 日，弘扬法
治“舞动青春”第二届高校法治

文化节延安大学专场暨陕西省
第八届“与法同行”新媒体普法
大赛延安赛区线下赛在延安大
学第一阶梯教室举行。延安大
学40名学生代表各持一台装有

“快乐普法”游戏的平板电脑现
场博弈，在一轮轮紧张刺激的角
逐后，选手各凭实力，抱得大奖。

在大赛中使用的“快乐普
法”平台，是由陕西省司法厅自
主研发的国内首款普法学法智
能平台。平台集趣味性与实效

性于一体，以答题竞赛为主，后
台题库涵盖宪法、民商法、社会
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与非诉
讼程序法、法制史等多个门类，
这种方式突破了人群、地域、场
地、时间等对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的限制，激发了大众参与的积极
性，扩大了普法的广度，增加了
普法的温度。

如今，“快乐普法”不仅走进
陕西高校，也受到许多社区居民
青睐。家住西安市莲湖区汉城路

的李星说，“通过线上使用‘快乐普
法’软件，面对的不再是枯燥生硬
的法律条文，而是被赋予了娱乐
性的游戏，我们在休闲娱乐中就
能实现普法教育。”

目前，“快乐普法”平台已经
成为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
司法十大创新案例之一，软件用
户由陕西省推向了全国。截至
目前，线上人数达到 308万人，
组织线下比赛21场。

本报记者文晨

陕西迈进智能普法2.0时代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陕西风采

展开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卷，
每一次土地变革都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在“波澜壮阔三秦
华章——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
成就展”上，一张陕西省志丹县
杏河镇杨家岭村村民们，在第一
次责任田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土
地调整的照片，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的目光。

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18位村民在一张纸上摁下鲜
红的手印，成了全国包产到户的
第一批人。鲜为人知的是，同一
时期，在陕西省南郑县红茶人民
公社铁匠街生产队（现为南郑区
红庙镇红庙社区铁匠组），当时
的生产队队长李云山决定将公
社田地分给每户村民耕种，在提
心吊胆的劳作中，成了我省“包
产到户第一人”。

“那时候，土地是生产队
的。虽然大家每天都努力劳作，
可还是吃不饱。”今年76岁的李
云山回忆，1977年到1979年初，
铁匠街生产队社员工作一天最
多能挣9分钱。一年下来，村民
们分的粮食不够吃不说，钱也被
提前预支光了。“过年都要打欠
条去别的生产队借粮食。”

1979年2月，当时的公社书
记告诉李云山：“让你当队长，只要

想办法让大伙吃饱就行。”所以那
时候，李云山每天晚上躺在床上
都在想，如何让乡亲们填饱肚子。

李云山发现，和集体田没收
成形成对比的是，村民把自家的
自留地都打理得非常好。他开始
谋划着把地分给每家每户去种。

“当时的形势，是没有人敢对这种
做法拍板的，说这是‘犯法’。”

当年6月，经过李云山和几个
社员连续几晚上偷偷协商、酝酿，
他把生产队36户150多名村民分
成了三个作业组，按产量给各组
记工分。这一步小小的改变，极
大地调动了村民种田的积极性
——社员们就像照顾自留地一样
种着集体田里的庄稼。

那年秋天，铁匠村的旱地玉
米、豆子等作物大获丰收。同样
的人，同样的地，产量翻了一番。
李云山回忆：“为了让铁匠街生产
队150多口人今后都有饭吃，我
们决定把全队的旱地和一部分边
角水田集中起来，按每户人口多
少平均分给各家，让他们自己耕
种，劳动成果归各家所有。”第二
年，李云山又组织大家，把集体水
田也分给村民社员们耕种，同样

大获丰收。群众肚子吃饱了，家
家户户还有了余粮。

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
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
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
落后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
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
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
在三秦大地全面铺开，1983年年
底，全省99.2%的生产队实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回忆往昔，李云山历历在
目，如数家珍。沿着农村改革开
放发展的轨迹，他也享受到了改

革的红利。
2006 年，国家全面取消农

业税。“现在，我们不仅不用交税
了，国家还给我们发补贴。”前些
年，李云山在自己门前种了茶
树，以前破旧的老房子也翻新
了，盖起了四层楼。

40年过去了，当年的铁匠街
生产队成了汉中市南郑区红庙
镇红庙社区的一个村民小组。
没事的时候，李云山喜欢在街上
转转。“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
深知过去贫穷日子的苦，更能体
会今天幸福日子的甜。”

本报记者秦骥石喻涵

西安将打造中西部
跨境电商“三个中心”

从借粮到家家户户有余粮

陕西“包产到户第一人”的改革开放记忆

40年改革开放故事——寻找故事中的你

外交部：
两名加拿大公民
被中方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

据新华社电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名加拿大公
民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
动，已被中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加拿大公
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涉嫌从事危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陆慷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北京市国
家安全局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
分别于2018年12月10日对上述二人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
办中。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北京市国家
安全局和辽宁省国家安全厅也已分别
向加拿大驻华使馆通报了上述情况。
这两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保障。”陆
慷说。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我听说，现在一些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
人表示很不安，担心自己也被拘捕，请
问中方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3日表示，中
国是不是安全，加拿大老百姓心中自有
一杆秤，中方一贯对与外界交往持积极
开放的态度，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
规，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陆慷
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告诉你，自从
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的要求，错误地拘
押了孟晚舟女士之后，很多中国人都在
掂量前往加拿大旅行是否安全。”

西安开出首张
“控烟”个人罚单

本报讯（李景锋彭飞记者阮班慧）
12月12日至13日，西安市卫生监督所
联合莲湖、碑林、新城、雁塔区卫生监督
所开展公共场所控烟执法专项行动，对
88家酒店、商场、洗浴等公共场所，49
家医疗机构进行了专项检查，对控烟不
力的16家公共场所吸烟的4名个人进
行了教育、监督处罚。

13日一大早，记者跟随控烟检查
人员来到了西安富力希尔顿酒店，执法
人员在酒店大厅、公共卫生间、宾客住
房以及酒店办公场所、走廊拐角等较隐
蔽处仔细查看是否有人吸烟，查找是否
有烟头、烟具，检查禁止吸烟标志是否
张贴到位，有无标注举报投诉电话，控
烟制度、控烟检查记录和控烟培训记录
是否完善等情况。

在该酒店二楼正在举办的学术论
坛外，执法人员发现一名男性正在吸
烟，立即上前劝导纠正他的不文明行
为，并对其开出了西安市公共场所个人
吸烟的首张处罚通知单。该名男子也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配合缴纳了
10元罚款，并表示将吸取教训，今后再
也不会在公共场所吸烟了。

随后，检查人员又来到了宣称无
烟商场的西安悦荟商场，在商场一处施
工场所的角落里发现了数根抽过的烟
头，在办公区发现有吸烟用的火柴，执
法人员对该商场开出了 1000元处罚
单，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
立即改正。

经过两天的控烟专项检查，共检
查各类公共场所 88 家，医疗机构 49
家。执法人员对控烟不力的16家单位
和4名个人进行了督导、教育、处罚，处
罚金额16040元。西安市卫生监督所
石胜彬所长指出，西安市室内工作场所
禁止吸烟，也禁止摆放烟灰缸等吸烟用
具，如果是客户拜访想吸烟，公司管理
者和员工应做的事是劝阻，而不是提供
方便。

市民观看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图片 本报记者 马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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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等供应链综合服务。在通
关、结汇、支付、物流和退税等环
节，建立事前监管、事中控制、事
后可追溯的跨境电子商务监管
新模式。

在海关监管服务上，优化通
关作业流程、监管模式和技术标
准，支持发展线上销售、线下展
示新模式，完善账册管理制度和
清单管理制度。在通关模式上，
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简化通
关流程，降低抽检比例，提升通
关效率。发挥“单一窗口”公共

服务平台作用，通关、出口退税、
收付汇和结售汇实现全程无纸
化。同时，《方案》对创新外汇收
支和结售汇管理服务，构建跨境
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环境，促进跨
境电子商务聚集发展，加快跨境
电子商务配套产业链建设方面
提出了多项措施。

综合试验区将拓展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客货运航线和中欧
班列长安号线路，将打造海陆空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大通道。鼓
励国内外物流、快递企业与跨境
电子商务物流仓储中心对接，推
动传统仓储物流企业转型升

级。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在西安主要商圈、
社区及综合保税区开设跨境电
商线上线下体验店和直营店。
在吸引创业人才、发展跨境电商
企业方面等提供支持，优化提升
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发展环境。

根据《方案》，综合试验区分
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将已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的西安
国际港务区和西咸新区空港新
城，作为综合试验区首批先行
区；第二阶段，将条件成熟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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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人民群众，是法治发展史上
的一大创举。自 1986年以来，
我国已制定实施了七个五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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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全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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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快乐普法”不仅走进
陕西高校，也受到许多社区居民
青睐。家住西安市莲湖区汉城路

的李星说，“通过线上使用‘快乐普
法’软件，面对的不再是枯燥生硬
的法律条文，而是被赋予了娱乐
性的游戏，我们在休闲娱乐中就
能实现普法教育。”

目前，“快乐普法”平台已经
成为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
司法十大创新案例之一，软件用
户由陕西省推向了全国。截至
目前，线上人数达到 308万人，
组织线下比赛21场。

本报记者文晨

陕西迈进智能普法2.0时代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陕西风采

展开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卷，
每一次土地变革都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在“波澜壮阔三秦
华章——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
成就展”上，一张陕西省志丹县
杏河镇杨家岭村村民们，在第一
次责任田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土
地调整的照片，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的目光。

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18位村民在一张纸上摁下鲜
红的手印，成了全国包产到户的
第一批人。鲜为人知的是，同一
时期，在陕西省南郑县红茶人民
公社铁匠街生产队（现为南郑区
红庙镇红庙社区铁匠组），当时
的生产队队长李云山决定将公
社田地分给每户村民耕种，在提
心吊胆的劳作中，成了我省“包
产到户第一人”。

“那时候，土地是生产队
的。虽然大家每天都努力劳作，
可还是吃不饱。”今年76岁的李
云山回忆，1977年到1979年初，
铁匠街生产队社员工作一天最
多能挣9分钱。一年下来，村民
们分的粮食不够吃不说，钱也被
提前预支光了。“过年都要打欠
条去别的生产队借粮食。”

1979年2月，当时的公社书
记告诉李云山：“让你当队长，只要

想办法让大伙吃饱就行。”所以那
时候，李云山每天晚上躺在床上
都在想，如何让乡亲们填饱肚子。

李云山发现，和集体田没收
成形成对比的是，村民把自家的
自留地都打理得非常好。他开始
谋划着把地分给每家每户去种。

“当时的形势，是没有人敢对这种
做法拍板的，说这是‘犯法’。”

当年6月，经过李云山和几个
社员连续几晚上偷偷协商、酝酿，
他把生产队36户150多名村民分
成了三个作业组，按产量给各组
记工分。这一步小小的改变，极
大地调动了村民种田的积极性
——社员们就像照顾自留地一样
种着集体田里的庄稼。

那年秋天，铁匠村的旱地玉
米、豆子等作物大获丰收。同样
的人，同样的地，产量翻了一番。
李云山回忆：“为了让铁匠街生产
队150多口人今后都有饭吃，我
们决定把全队的旱地和一部分边
角水田集中起来，按每户人口多
少平均分给各家，让他们自己耕
种，劳动成果归各家所有。”第二
年，李云山又组织大家，把集体水
田也分给村民社员们耕种，同样

大获丰收。群众肚子吃饱了，家
家户户还有了余粮。

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
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
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
落后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
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
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
在三秦大地全面铺开，1983年年
底，全省99.2%的生产队实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回忆往昔，李云山历历在
目，如数家珍。沿着农村改革开
放发展的轨迹，他也享受到了改

革的红利。
2006 年，国家全面取消农

业税。“现在，我们不仅不用交税
了，国家还给我们发补贴。”前些
年，李云山在自己门前种了茶
树，以前破旧的老房子也翻新
了，盖起了四层楼。

40年过去了，当年的铁匠街
生产队成了汉中市南郑区红庙
镇红庙社区的一个村民小组。
没事的时候，李云山喜欢在街上
转转。“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
深知过去贫穷日子的苦，更能体
会今天幸福日子的甜。”

本报记者秦骥石喻涵

西安将打造中西部
跨境电商“三个中心”

从借粮到家家户户有余粮

陕西“包产到户第一人”的改革开放记忆

40年改革开放故事——寻找故事中的你

外交部：
两名加拿大公民
被中方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

据新华社电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名加拿大公
民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
动，已被中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加拿大公
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涉嫌从事危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陆慷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北京市国
家安全局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
分别于2018年12月10日对上述二人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
办中。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北京市国家
安全局和辽宁省国家安全厅也已分别
向加拿大驻华使馆通报了上述情况。
这两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保障。”陆
慷说。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我听说，现在一些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
人表示很不安，担心自己也被拘捕，请
问中方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3日表示，中
国是不是安全，加拿大老百姓心中自有
一杆秤，中方一贯对与外界交往持积极
开放的态度，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
规，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陆慷
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告诉你，自从
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的要求，错误地拘
押了孟晚舟女士之后，很多中国人都在
掂量前往加拿大旅行是否安全。”

西安开出首张
“控烟”个人罚单

本报讯（李景锋彭飞记者阮班慧）
12月12日至13日，西安市卫生监督所
联合莲湖、碑林、新城、雁塔区卫生监督
所开展公共场所控烟执法专项行动，对
88家酒店、商场、洗浴等公共场所，49
家医疗机构进行了专项检查，对控烟不
力的16家公共场所吸烟的4名个人进
行了教育、监督处罚。

13日一大早，记者跟随控烟检查
人员来到了西安富力希尔顿酒店，执法
人员在酒店大厅、公共卫生间、宾客住
房以及酒店办公场所、走廊拐角等较隐
蔽处仔细查看是否有人吸烟，查找是否
有烟头、烟具，检查禁止吸烟标志是否
张贴到位，有无标注举报投诉电话，控
烟制度、控烟检查记录和控烟培训记录
是否完善等情况。

在该酒店二楼正在举办的学术论
坛外，执法人员发现一名男性正在吸
烟，立即上前劝导纠正他的不文明行
为，并对其开出了西安市公共场所个人
吸烟的首张处罚通知单。该名男子也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配合缴纳了
10元罚款，并表示将吸取教训，今后再
也不会在公共场所吸烟了。

随后，检查人员又来到了宣称无
烟商场的西安悦荟商场，在商场一处施
工场所的角落里发现了数根抽过的烟
头，在办公区发现有吸烟用的火柴，执
法人员对该商场开出了 1000元处罚
单，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
立即改正。

经过两天的控烟专项检查，共检
查各类公共场所 88 家，医疗机构 49
家。执法人员对控烟不力的16家单位
和4名个人进行了督导、教育、处罚，处
罚金额16040元。西安市卫生监督所
石胜彬所长指出，西安市室内工作场所
禁止吸烟，也禁止摆放烟灰缸等吸烟用
具，如果是客户拜访想吸烟，公司管理
者和员工应做的事是劝阻，而不是提供
方便。

市民观看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图片 本报记者 马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