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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 07
上万辆进口宝马、
沃尔沃、保时捷汽车面临

吉林百名
“第一书记”
进城摆摊
贫困村土特产成抢手货

新华社长春 6月 5日电（记者 郭
翔）土 鸡 蛋、黑 木 耳、乡 村 旅 游 线 路
……5日一早，吉林省吉林市世纪广场
人头攒动，109名机关单位派驻贫困
村的“第一书记”进城摆摊吆喝，为昔
日“藏在乡村人不知”的优质土特产品
代言。
吉林市丰满区前二道乡铁西村
“第一书记”赵天明带来了草莓，不到
两个小时就售出大半，
“我们村的草莓
和土鸡蛋品质都很好，市民试吃之后
都会购买些。”在丰满区政府工作的赵
天明一年多前被派驻到铁西村。
“这一
年多，村里发展起种植养殖合作社，直
接带动了贫困户 86户 151人，今年底
全村脱贫应该不成问题。
”他说。
每个贫困村一个展台，大展板上
印有“第一书记”为产品代言的照片。
除了发放宣传页等常规推销手段，
“第
一书记”们还“各显神通”：现场摊煎饼
让市民试吃，在展台上用电脑播放宣
传片，让村民穿着东北特色的花衣裳
推销……
今年初，吉林市启动“第一书记”
代言活动，
通过
“第一书记”
为贫困村的
农特产品、
旅游产品和乡村文化产品等
代言推介，
全面推动贫困村特色产业发
展，
实实在在地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特色产业和产品持续在发展，但
此前的推介宣传力度还不够。”来自吉
林市环保局的曾丽圆现在是蛟河市漂
河镇青背村“第一书记”，她这次带来
了花海旅游、黑木耳和野猪肉３个产
品。她说：
“ 这次进城摆摊，为我们村
提供了优质特色产品的展示平台，让
大伙儿更坚信绿水青山能转化成脱贫
致富的金山银山。”
“第一书记”摆摊的同时还集体与
当地的一家电商平台签约，产品同步
上线销售。据统计，109名“ 第一书
记”代言贫困村特色产品 317个，形成
固定供销关系商家 500多户，销售额
达 2800多万元，带动 3100户贫困户
增收 320万元。

召回

恭王府上演“非遗服饰秀”
6月 4日，模特在北京恭王
府展示设计师赵卉洲设计的主
题为“艺针忆绣”的具有苗绣元
素的时装。
6月 4日，2
0
1
8
“ 锦绣中华
——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服
饰秀”系列活动在北京恭王府
拉开帷幕，在为期 6天的活动

期间，将上演 1
1场以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服饰秀，
赵 卉 洲 、张 义 超 、郭 瑞 萍 等 国
内知名设计师将通过展示利
用各种非遗元素设计的现代
时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公安部：侦破污染环境
犯罪案件 3700余起

今年全球首对
大熊猫龙凤胎

诞生
新华社成都 6月 5日电（记者 余
里）记者 5日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获悉，5日早上 8点 20分，该基地的
大熊猫“娅韵”成功产下一对龙凤胎大
熊 猫 宝 宝 ，大 仔 为 雌 性 ，初 生 体 重
135.
3克；小仔为雄性，初生体重 148.
8
克，母子平安。
初次产仔的大熊猫“娅韵”，于 5月
3日出现了减食的临产征兆，
6月 5日凌
晨 3点 09分破羊水，早上 8点 20分产
下大仔，8点 29分产下小仔。据介绍，
大熊猫“娅韵”继承了母亲“娅娅”的优
点，
母性极强，
当
“宝宝”
出生时，
能够很
快地抱起它进行不断地舔舐。
大熊猫
“娅韵”
于 2010年 9月 10日
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是被称
为
“亚运公主”
——
“娅娅”
最小的孩子。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记者 刘红
霞）海关总署 5日连发 4份公告，宣布因存
在安全隐患，超过 1万辆进口宝马、沃尔
沃、保时捷汽车面临召回。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召
回计划显示，由于设计原因，部分车辆辅
助水泵可能老化并发生内部短路，某些情
况下，水泵电路板可能发生过热熔损，增
大引发车辆起火的风险。
从 6月 29日起，宝马将召回 2008年 9
月 22日至 2011年 11月 19日期间生产的
部分进口宝马 550i
、650i
、750Li
、760Li
、
X5、X6、迷你库珀 S及劳斯莱斯古思特汽
车，共计 5763辆。
另外，由于制造原因，部分宝马汽车
发动机控制单元内程序存在错误，可能在
某些驾驶条件下燃油泵停止运行，继而导
致车辆行驶时发动机停止运转。因此，宝
马准备从 6月 5日起，召回 2017年 12月
14日至 2018年 3月 26日期间生产的 66
辆进口宝马 M5汽车。
按沃尔沃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的说法，由于供应商制造问题，部分汽车
发动机冷却液排放软管连接器强度不足，
可能导致冷却液泄漏。因此，沃尔沃准备
从 6月 5日起，召回 2015年 1月 15日至
2016年 5月 29日期间生产的 6415辆进
口 2016款沃尔沃 XC90汽车。
保时捷方面，由于汽车前桥、后桥的
连接纵向和横向控制臂的连接轴容易受
到应力腐蚀，可能产生裂纹并逐渐导致该
部件断裂，保时捷准备从 6月 25日起召回
30辆 2015年款保时捷 918斯派德汽车，
生产期间为 2014年 6月 23日至 2014年
11月 24日。
记者注意到，召回公告由海关总署官
方网站中新增的“检验检疫”栏目发布。4
月 20日起，原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人员正
式统一以海关名义对外开展工作。5月
底，海关总署检验检疫相关部门也发布过
类似汽车召回公告，涉及超过 2万辆进口
汽车。

河北玉田:
野菜种植促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玉
田县鸦鸿桥镇边家铺村大力发
展野菜种植，并引进食品加工
企业对收获的野菜进行加工，
加工好的野菜团子、野菜水饺
等多种食品销往北京、上海、广
州 等 地 ，取 得 良 好 经 济 效 益 。
据介绍，目前该村种植蒲公英、

野蒜、野油菜等野菜 3
0
0多亩，
野菜种植户每亩年收入达
1
5
0
0
0元。图为 6月 5日，工人
在玉田县鸦鸿桥镇边家铺村野
菜深加工企业车间，将蒸好的
野菜团子放入冷冻设备内速
冻。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 记者 5日从
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公安机关紧盯污
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等环境犯罪
问题，严密防范、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
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突
出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已侦破
各类环境犯罪案件 3700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5730余名，公安部直接挂牌督办
案件 211起。
据了解，近年来，公安部组织各地公
安机关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力，年均
破获各类环境犯罪案件 8000余起，公安
部统一组织指挥侦破了河北无极非法倾
倒工业废液致 5人死亡案、上海万吨垃圾
偷倒太湖案、安徽铜陵万吨固体废物倾倒
长江系列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有力打击
了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污染环
境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多发易发。下一步，
全国公安机关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深
化打击整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污染环境
违法犯罪活动，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
突出环境问题，
切实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