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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看变化，丹阳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②

“国家863项目”首次落户行政村
——看云阳街道迈村如何从别人口中的“烂塘”到摘得中国最美村镇宜居奖

本报记者 蒋须俊 符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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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迈村未来的发展
规划，请大家来看一看。”昨日一
早，在云阳街道迈村村委会，村党
委书记王金和将两本厚厚的迈村
打造茶苑城的概念性规划方案摊
放在几位村民代表面前，征求他
们的意见、建议。根据规划，迈村
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宜居宜
业的江南水乡为目标，推进农民
集中居住区迈村新城提档升级，
建设 45万平方米左右的茶苑城
综合体，塑造迈村新城现代化的
城市形象。

“我们不仅要拆除老旧房屋，
整治环境，从丹金溧漕河引水进
来，打造水美乡村，还要厚植规
划、人才、乡愁的‘大树’，因地制
宜划设科教商贸区、滨河康养体
验区，建设中医文化、茶叶文化体
验一条街。”村民们一边看着设计
方案，一边听着王金和的阐述，一
幅崭新的迈村蓝图在脑海中徐徐
铺展开来。62岁的村民李小龙为
规划叫好：“谁也想不到，几十年
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住
进了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迈村
新城，从农民变成了居民。未来
新城还将继续发展升级，光是想
想都觉得振奋！”“现在和几十年
前苦哈哈的日子可不同，我们11
组20多户人家，80%的家庭都买
了汽车。”村民邓国二接过话头
说，“只是我们都羡慕那些搬进新
城的村民，希望新的规划把我们
这一片考虑进去，进一步改善我
们的居住环境。”村民包巧风说：

“以前哪能和现在比！我家里 8
口人那时要种 12亩地，负担很
重，真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
在土地流转了，生活也改善了。
我们不拿镰刀、锄头了，改用电
脑、手机哩！”

大家围绕着规划，你一言我
一语地谈感受、说看法，回忆着过
去的日子，叙说着现在的生活，畅
想着未来的图景。王金和的思绪
也被他们拉回了几十年前。

作为土生土长的迈村人，出
生于上世纪 50年代的王金和见
证、亲历了迈村几十年来的巨
变。“四十年前的迈村，是被人遗
忘的角落，是让人瞧不起的穷

村。”王金和说，当时的迈村有“五
多”，即举家搬离的多、家庭赡养
矛盾多、混社会的人多、文化水平
低的人多、光棍多。这一切归根
结底是因为经济落后造成的。出
生在穷人家庭的王金和早早就明
白，只有经济改善了，家里才会慢
慢变好。为此，他学过瓦工，盖过
房子；改革开放后，更是甘当市场
经济的弄潮儿，专做水塔、烟囱等
工程，还取得了中级工程师的证
书。上世纪80年代，王金和成了
周边几个村里第一个买了摩托车
的人。

凭着一股敢想、敢学、敢闯的
劲儿，王金和的事业发展得红红
火火。而迈村似乎输在了发展起
跑线上，村级经济远远落后于周
围各个村。上世纪90年代，受命
回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时，王金
和已成为城区叫得响的房地产企
业老板。

怀着对故土的眷恋，1995年
10月28日，王金和走马上任，从
此，他从迈村发展的旁观者成为
了直接参与人、带头人。到村后，
王金和做的第一件事是调研，摸
清村集体和村民的家底。

“这个村不发展经济是没有
出路的。”眼看着村集体负债累
累、靠种田为生的村民一年忙到
头还是穷得叮当响，王金和萌生

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想法，定下了
“发展城郊型农业、建设现代工业
园区”的发展调子。他先从村民
们熟悉的种植业入手，请来专家
指导，带着村民种起了“特色小
葱”，帮助一部分村民挖到了“第
一桶金”。尝到甜头的村民后来
又种起了韭菜、反季节莴苣等，不
出两年，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有了
改善。

“迈村的发展不靠天、不靠
地，要靠我们自食其力！”在这一
思想的指引下，2003年，王金和创
建了江苏吟春碧芽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打造了“吟春碧芽”茶叶
品牌，探索“科技+合作社+基地+
企业+农户”等多种经营形式，还
成立了全国首个茶叶院士工作
站，带动该村及周边茶农创新发
展特色茶叶，实现脱贫致富。在
基地的引领下，迈村村民积极学
习种茶技艺、现代信息技术，还将
茶叶搬到网上吆喝叫卖，形成了

“吟唱一本茶经”的产业格局。“白
天拿镰刀，晚上拿鼠标”成为流传
一时的佳话。更让人惊叹的是，
迈村还承担实施了国家863计划
重大农业课题“茶园智能化关键
技术与装备开发项目”，推动了吟
春碧芽茶产业升级，这也是“国家
863项目”首次落户行政村。

几乎同时，迈村迈开了招商

引资的步子。从第一个项目丹阳
外国语学校落户迈村后，犹如葡
萄串效应般，一个接一个产业项
目落户迈村，村里还规划建设了
迈村民营工业园。截至目前，工
业园内已有61家企业落户，年销
售收入超过了12亿元，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

紧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步伐，迈村还加速搬迁了11个自
然村，新建了农民集中居住区迈
村新城。园区道路修建、河塘整
治、中心村建设等民生项目投入
不断加大，迈村从一个原先负债
累累的穷村，发展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明星村，迈村人的精
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早几十年
前，周边先发展起来的村子叫我
们迈村是‘烂塘’，村民们也整天
愁眉苦脸。现在，‘烂塘’变新城，
村民们每天笑眯眯！”王金和感慨
道，“这就是发展的力量！”

近年来，迈村先后获得信息
化国家示范点、江苏省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先进村、江苏省生态
示范点、全国科普惠农先进村、省
级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点等一
系列殊荣。去年，迈村成为镇江
地区唯一荣获“2017中国最美村
镇——宜居奖”的单位。

而今，迈村发展的脚步还在
继续。

今日视点

图为迈村村民正在学习网上销售农产品。记者 萧也平 摄

楼下门面房着火
医院紧急疏散

昨日早上，华山医院楼下

一个门面房着火，直往外冒烟，

医院百余名医护及工作人员紧

急疏散100多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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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省丹阳丹北镇全球库电子商务中心

买好工具 上全球库
400-100-0958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上海吴淞口水域
两船碰撞一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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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震慑“老赖”
人民法院这样做

今年是人民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决战之年，各级法院

不断提高查人找物能力，完善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让失

信者无处遁形、步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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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首脑会晤
牵动多方神经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

总统普京定于16日在芬兰首

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这是特

朗普上任一年半来，美俄两国

首脑首次举行正式会晤。会晤

将涉及双边关系、中东局势、乌

克兰局势和反恐等多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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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执行，是司法案件的“最后一公
里”，“执行难”直接影响社会公平
正义。今年是人民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决战之年，各级法院不
断提高查人找物能力，完善失信
被执行人惩戒制度，让失信者无
处遁形、步步难行。

信用惩戒让老赖“寸步难
行”

“法官，我受不了了，我现在
就还钱，你们赶快帮我把那彩铃
取消吧！”近日，一名男子急匆匆
找到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履行
了两个案件的还款义务，并接受
4000元罚款。

原来，天长市人民法院与通
信公司合作，为 34 名“老赖”
设置专属彩铃，刘某榜上有名。
刘某本以为长期在外，法院对他
无计可施，没想到信用惩戒措施
让他颜面尽扫，于是赶紧还掉了
欠款。

“‘执行难’的一大难，就
是当事人规避执行。”最高法执
行局局长孟祥表示，为破解这一
难题，人民法院建立起“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制度”，联合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
纳入名单的被执行人实施联合信
用惩戒，不断压缩被执行人的生
存空间，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

——2013 年，建立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制度。

——2014 年，实现对失信
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
比对、自动拦截。

——2016 年以来，惩戒措
施扩大到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
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以及出行、购房、旅游、投
资、招投标等经济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

数据显示，从 2013年 10月
至今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123 万
例。共限制 1222 万人次购买机
票，限制 458万人次购买动车、
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8万人。

同时，全国法院 2016 年以
来共判处拒执罪 7590 人。全国
累计拘留失信被执行人27.9万余
人次，限制出境 2.8 万余人次，
形成打击逃避、规避执行行为的
强大声势。

重拳之下，全国已有 280万
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
自动履行了义务。随着被执行人
自动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单已呈
下降趋势。

对“老赖”财产“一网查尽”

执行法官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里，就可以通过最高法“总对
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将被执行
人存款、证券、股权等财产信息
一览无余。轻点鼠标，便可冻结

“老赖”远在千里之外的银行账
户……

要震慑“老赖”，提高法院查
人找物能力是关键。据孟祥介
绍，从 2014年起，最高法建成网
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
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
及其财产。查控范围达到 3800
多家银行，与公安部、交通运输
部、民政部等部门联网，可以查询
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
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
……通过高度信息化的查控系
统，人民法院逐步实现对“老赖”
各类财产的“一网查尽”。

数据显示，全国法院通过最
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为5172.45万余件案件提
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
2699.75 亿 元 ，查 询 到 车 辆
4031.86 万辆、证券 853.62 亿股、
渔船和船舶84.06万艘、互联网银
行存款80.59亿元。

“基本解决执行难”决战之
年，人民法院网络查控能力正在
继续“升级”——

保险理财产品查控功能即将
上线，可以查询保险产品名称、保
单号、累计交纳保费等。

婚姻登记信息、低保信息、社
会组织登记信息查询功能预计今
年下半年上线。

与公安部合作查找被执行人
下落，建立车辆查封扣押合作机
制等正在稳步推进。

……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网络执

行查控系统，在广度和深度上下
功夫。”孟祥说。

让诚实守信深入人心

7月 10日，全国法院第十期
“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抓老
赖”活动在江苏南京举行。从上
午到深夜，28件案件在网友们的
见证下执行完毕，“围观”网友达
到4000多万人次。

“就该让欠钱不还的人不再
嚣张！”“攻坚克难，法治清明！”直
播网页上，网友留言点赞。

通过全媒体直播的形式将司
法案件执行、抓“老赖”等展现给
社会公众，是人民法院破解“执行
难”的创新之举，更有助于完善社
会诚信体系，让诚实守信的理念
深入人心。

“我们所采取的打击拒执行
为、构建信用惩戒机制等一系列
行动，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
补充。”孟祥表示，人民法院对于
失信行为进行事后惩罚的司法信
用体系，不论是对于已经失信，或
是处于失信边缘的人，都能敲响
司法制裁的警钟。

专家表示，随着司法信用惩
戒体系的建立，社会公众也可以
通过人民法院公开的失信信息，
规避潜在的商业风险，更好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完善和健全中国的社会信
用体系，还有很多路要走。在基
本解决执行难专项行动中构建起
的信用惩戒体系，只是我们一个
新的起点。”孟祥说，“我们将不断
完善现有的体制和机制，为人民
群众的社会生活保驾护航。”

看，人民法院这样震慑“老赖”！

“网络兼职刷单”骗局：拿佣金为诱饵 受害人陷骗局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提升网

店的销量和信誉，常常雇人刷单造
势，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专门组织

“刷单”的公司。为了获取刷单返
利，一些人参与其中虚假消费，为
商家造势，严重扰乱了商业信用和
市场秩序。在去年新修订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中，也对网络刷单做
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

记者近期在调查中发现，由兼
职刷单滋生出了新型诈骗。那么
这个“兼职刷单”骗局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骗术呢？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人上当受骗呢？

去年10月底，家住北京顺义区
的李女士(化名)收到了一条商业推
广短信，短信里面“兼职刷单”的内
容引起了李女士的注意。短信的
内容就是，业余时间就是可以多挣
些钱。然后不用出门，可以一部手
机就能搞定的一个工作。

由于平时工作并不忙，李女士
希望利用业余时间挣些外快，她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加了短信中的
QQ号码，并与所谓的客服人员取
得了联系，在李女士填写了入职申
请表之后，她接到了第一次刷单任
务。

李女士说，骗子第一次给了她
一个京东的链接，说那个加入购物
车不要付款。她加入购物车以后
截图给他，对方就给她一个支付宝
的二维码让扫描支付。那笔款是
120元，支付完了以后，他用支付宝
名刘秀丽的名字，返还125元，相
当于让她挣了5元钱。

前后几分钟的时间，李女士很
轻松就拿到了5块钱佣金，这让她
很快打消了疑虑。客服人员告诉
李女士，只要刷单的金额越多，返

还的佣金就越多，面对轻松的赚钱
机遇，李女士开始更大手笔的刷
单。然而，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
是，接下来的任务完成之后，她不
仅没有收到佣金，连本金也要不回
来了。

李女士存在侥幸心理，为了能
把前期投入的本金要回来，她又继
续完成了多次任务，前后投入了
78600元。最后，在意识到自己被
骗之后，李女士选择了报警。

骗局充满套路
受骗很难脱身

目前，兼职刷单诈骗的受害群
体主要包括三种，一种是涉世未深
的大学生；一种是工资不高，有大
量业余时间的人；还有一种就是赋
闲在家的无业者。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缺钱。而在“只需
一部手机，足不出户就能轻松日赚
几百元”这些极具诱惑的广告吸引
下，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投身兼职刷
单。那么，“兼职刷单”骗局是如何
诱骗受害者一步一步上当的？骗
子的套路都有哪些呢？

记者在QQ群里搜索“兼职”
两个字，出现大量标注为“兼职”的
QQ群，一些QQ群还写着“手机
赚钱”、“日赚上千”等字眼，极具诱
惑性。记者选择了活跃度最高的
几个QQ群加入后，发现里面的内
容全是兼职刷单的广告，并留有
QQ号码。记者试着添加了其中
的几个号码，很快一个叫“刘红艳”
的人回复了消息，在她的QQ签名
上写着“欢迎您的加入，诚信为
一”。

“刘红艳”先给记者发来一份

“兼职刷单”工作流程的文件，其中
还郑重声明“凡是收取任何押金，
都是骗子”，文件里面还介绍了刷
单后佣金的分配，根据刷单者出资
的多少，分别能拿到 5%到 10%的
提成。在确认记者了解刷单流程
并填写申请表后，“刘红艳”给记者
安排了第一个刷单任务，并且提
示，在刷单过程中不要理睬电商平
台的警示语，按照步骤完成。首先
她发来一个购物链接，记者打开后
发现是京东购物网站，货物为价值
100元的苹果应用商店充值卡，“刘
红艳”要求记者直接付款购买，同
时要把订单截图发给她，大概2分
钟之后，一个名为庆刚的支付宝账
户向记者转款105元。紧接着“刘
红艳”询问记者是否继续做下面的
任务，当记者表示愿意继续后，“刘
红艳”又发过来第二次刷单任务，
共5单，每单增加到200元，并与记
者约定，每完成1单可以返还一次
本金和佣金。然而，当记者完成1
单，并支付完200元要求返还本金
及佣金时，“刘红艳”改口称，只有
完成剩余的4单任务才能最后结
算，拒绝返还记者的钱。当记者对
她的身份提出质疑时，为了显示自
己是正规企业，“刘红艳”甚至向记
者出示了一个难辨真伪的企业营
业执照。同时，为了进一步博取记
者的信任，“刘红艳”还提供了一张
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但是，这并不
能证明她就是身份证所有者本
人。记者发现，如果一旦有人进入
骗局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所有钱都
被骗光之后，骗子还会诱使受害者
去进行贷款。

网络安全专家告诉记者，兼职
刷单诈骗是近几年比较高发的诈

骗类型，根据他们今年上半年最新
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京津冀三地就
接到虚假兼职举报 1029例，涉及
的金额达到了1083.2万元。

骗局分工明确
诈骗形成产业化

目前兼职刷单诈骗已经形成
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有人出
钱，骗局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在网络
上购买，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之
间互相达成某种默契，形成高效的
诈骗链条。那么，这条诈骗产业链
条是如何分工运作的呢？

记者发现在微博上只要输入
关键词“兼职”，就会出现很多相关
的内容，其中包括招淘宝手机兼职
刷单的、招聘“打字员”的等等，他
们在广告中用“靠谱”、“免费”、“佣
金”等字眼来吸引人。骗局的第一
步是有人专门通过一些社交媒体
发布诈骗广告。这个微博用户写
道，“右手抱娃左手兼职，还能够享
受日结四位数”，并且晒出了有人
已经获得可观收入的截图，她在
自己的用户简介上还留下了招聘
刷单的微信号，而像这样的微博用
户还有很多。

网络安全专家葛健介绍说，以
前骗子发布消息可能就是在QQ
里面，或者在网站里边来发布，那
现在可以通过短信，这种短信群发
的服务，他们也有精细化的运营，
比如最近比较活跃的用户，银行卡
在用的，或者他有支付宝，或者微
信，这种相关的，说明这种人接到
短信的被骗概率比较大，费用会相
对贵一点。

一旦有兼职刷单意向的人通

过广告前来咨询，诈骗团伙的具体
实施者开始出场了，他们通常被称
为键盘手。他们通常会有很多个
身份来做掩护，一旦被举报，他们
会启用新的号码继续行骗，而这些
号码大都来源于网络黑市。

葛健说，这些所谓的账户都是
一些假身份做出来的黑卡(银行
卡)，可以去买一些开户的手机号，
银行卡，即使查到了也不是骗子本
人。

记者调查了解到，骗子为了应
对执法部门的打击，他们通常只利
用虚拟货物作为诈骗的工具，这其
中包括电话充值卡、游戏点卡、应
用商店充值卡等等，而这些充值卡
可以通过专门的收卡平台迅速变
现。

记者发现，目前网络上已经形
成了一条完整的“兼职刷单”诈骗
产业链，主要分工包括，专门发送
诈骗广告的人、专门具体实施诈骗
的人，还有专门提供销赃的网络黑
市。诈骗团伙利用“兼职刷单”作
幌子，他们的诈骗目标就是那些前
来应聘刷单的人。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巍认为，一个商家如果
利用这种刷单、刷信来建立的这种
市场份额，对于企业来说这属于不
正当竞争，对于这种刷手来讲的
话，他们自己也在上网买东西，遇
到这种刷出来的信用去购买的商
品或服务，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其实回想起来一下，自己不愿意受
骗，但是更不能用自己的这种行为
去欺骗别人。所以，互联网诚信就
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
一个构成，千万不要觉得有一天能
够损人利己。(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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