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赵市伟 韩亚茹）11月25日，用刀划向妻
子的李某，因故意伤害罪被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这是自成立家事审判庭以来，魏都区人
民法院判决处理的又一起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案件。

徐某和李某2001年结婚后生育一子。徐某称在婚后共
同生活期间，李某总是在喝完酒后对自己实施家庭暴力。
2015年年底，李某因猜疑徐某和他人有染，便对其拳打脚踢，
徐某在两人厮打过程中不慎坠入楼下，造成腰椎骨折，住院
20多天。几个月后，她提出离婚，李某恼羞成怒，用事先准备
好的水果刀，向徐某脸上划去，造成徐某脸部划伤长度达10
厘米、深度1厘米，缝合30多针，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一级。

2016年1月22日，魏都区人民法院建立了以家事案件为
核心的家事审判庭，截至11月23日，该庭共受理因家庭暴力
离婚案件13件，其中判决准予离婚的8件，施暴者构成刑事犯
罪的4件。

在此，法官提醒，遭受“家暴”应注意收集以下证据：1.医
院开具的收据、检查报告、就诊记录等，这是证明“家暴”的有
力证据。此外，受害人可以通过给伤痕拍照、录像等方式及时
固定证据。2.派出所和其他组织的记录。3.同事邻居的证
言。在家庭当中，女性、儿童等弱势群体，面对家暴更不能一味
妥协、沉默，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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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欣）日前，记者从许昌市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许昌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
警响应后，随即实施一级管控措施，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五级督
察。

据了解，许昌市从市直职能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督察组，
开展“五级督察”。第一级督察，设7个督察小组，由县级领导
带队，对各县（市、区）分区域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督导工作。第
二级督察为行业督察，由承担任务的环保、公安、工商、住建、
交通、公路、农业、水务、城管、商务等部门，分别成立督察组，
每天对全市区域的行业大气污染开展专项督察。第三级督察
为暗访督察，由市委、市政府两办督察人员和环保局人员组
成，经常性地进行暗访督察，收集问题线索，提交问责事项。
第四级督察为问责督察，由市纪委监察局人员组成，不定时到
一线进行督察，发现突出问题直接问责，对收到的问题线索予
以问责查办。第五级督察为媒体督察，由市委宣传部和媒体
组成，对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进行经常性宣传报道，曝光反面
典型，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

许昌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说，“五级督察”旨在做到督察全覆盖，促进大气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落实，切实解决突出问题，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确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目前，各个督察组已经按照计划展开督导工
作。6

视觉新闻

许昌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五级督察

许昌供电公司

攻坚电力扶贫工程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11月 27日，在鄢陵县只乐镇罗
寨村，鄢陵县供电员工正对该村农网改造升级开展攻坚作业，
为该村新增配电变压器3台，全力满足该村生产生活用电需
求。

今年，许昌供电公司启动电力扶贫专项工程，结合许昌市
民生实事，全年计划完成1059个村庄电网改造、3000眼柴油
机井通电和7.5万户低电压治理的扶贫工程建设任务，进一步
改善农村用电状况，提升城乡居民用电质量，全力保障农民

“用上电，用好电”。
临近年底，为完成年度电力扶贫工程建设任务，许昌供电

公司积极开展工程建设攻坚，明确内部相关部门职责，每周根
据项目建设情况，以现场督导、现场办公等形式，及时解决工
程建设实际难题。严格执行工程建设里程碑计划和工程管理
计划，分解落实目标任务，倒排工期，组织1200人共计123支
施工队伍同时施工，每周通报工程进度，对未按计划完工的项
目，纳入绩效考核。建立物资供应协调机制，实时掌握工程进
展情况，及时沟通物资需求，确保工程物资供应，保障工程进
度。狠抓施工安全，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落实各级领导下
现场制度，从严、从重处理违章问题，确保施工安全。6

魏都区法院

让妇女远离伤害

许昌电商“网”天下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煊
本报通讯员 贾亦潇

传承文化乐享“非遗”
近日，位于许昌市群艺馆的许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正式开馆，该馆采用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等现代手段，
全方位呈现了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姿多彩。图为11
月29日，工作人员在许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陈列新征集
的石像豆腐制作工艺实物 6 牛原 摄

从成为全省首个与阿里巴巴签约

的省辖市，到建设全国首个发制品跨境

产业带；从传统产业以网为媒谋求新跨

越，到现代服务业在市场“蓝海”中持续

发力……近年来，许昌电子商务发展风

生水起，势头迅猛，今年前8个月，全市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56.3亿元，同比

增长 18.1％，总量和增速均居全省前

列。 10 月 30 日，阿里研究院公布

2016年度中国“淘宝村”名单，全国共

有13个，许昌独占6席，入选数量全省

第一。

省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网络经济

强省。在许昌，拥抱互联网的行业“弄

潮儿”是如何开辟一条新路的?他们有

什么样的创新理念和市场策略?一批前

行者的探索，能否对更多人产生启迪?

传统产业：
“触网”壮筋骨

每天 15时，在长葛市官亭乡尚庄村，圆
通、韵达、顺丰等10多家快递公司的车辆准
时停在村口的公路上，村民们把包装好的蜂
蜡、蜂蜜等蜂产品和养蜂机具从家里运出来，
装到车上，发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家家户户淘宝店，尚庄村人就是能。买
卖双方不见面，照样还是把钱赚。”这句顺口
溜，形象地反映了村民借助电商平台买卖蜂
产品的场景。

尚庄是传统的蜂产品专业村。这个人口
不过千的小村庄，却有200多户村民从事淘宝
网店。“足不出户，靠一台电脑就能把蜂产品卖
出去。现在尚庄村每年电子商务交易额有2
亿多元。”11月28日，村党支部书记黄卿玉说。

尚庄村村民尚国强是尚庄村第一个勇于
尝鲜电子商务的人。2009年，他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在淘宝网注册开设了一家蜂机具淘
宝店，由于质量高、服务优，网上销售形势很
好，引得村民们纷纷效仿。如今，尚国强已成
为长葛市蜂业电商协会副会长。

尚庄村村民、卓宇蜂业总经理尚建国也
是较早试水电商的村民。“我们公司电商交易
额每年保持着20%左右的增速，2015年电商
板块实现交易额2000多万元。”

“触网”壮筋骨，蜂产品作为许昌市传统
特色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直接从事电子商
务的人员有1500多人，去年电子商务交易额
逾10亿元，占据总销售额的“半壁江山”。

打开淘宝网，搜索关键词“社火道具”，
95%以上的网店都出自许昌县灵井镇霍庄
村。现有400多户村民的霍庄村，从事社火
道具、戏服加工并通过电商销售的有300多
户，占全村人口的70%以上。目前，该村年销
售额超百万元的电商有上百户，年销售总额
超亿元。

从蜂产品到社火道具，电子商务如一颗
颗种子，根植于发展的沃土。截至目前，许昌
市农村电商从业人员已超过 2万人，拥有各
类网络商铺上万家，年销售额逾30亿元。在
阿里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度中国“淘宝村”
名单，许昌县灵井镇郭店村、许昌县灵井镇霍
庄村、长葛市大周镇和尚杨村、长葛市大周镇
双庙李村、长葛市官亭乡岗李村、长葛市官亭
乡尚庄村等 6个电商村符合“电子商务年交
易额在1000万元以上”“村内活跃网店数量
在100家以上”等标准，成功入选。

现代服务业：瞄准“蓝海”拓市场@网上建平台

11月 27日，市民张逸飞在日日鲜商
场网站上购买了几斤鲜肉。下班后，他进店
报上在线购买所用的手机号码，店内工作
人员便把鲜肉打包交给了他。“线上下单，
在线支付，线下拿货，方便又快捷。”他说。

张逸飞的这种购买方式，是通过河
南鲜易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鲜易
控股”)打造的“日日鲜商城”这个“O2O”
社区生鲜电商平台实现的。在这个平
台，消费者可通过移动端、PC端线上下
单，线下取货。同时，该公司还把 2000
多家传统的生鲜便利店改造成体验店、
展示店和配送店，构建起了线上下单、线
下配送的社区“O2O”模式。该平台上线
一年来，注册用户数已达到3.35万个，年
交易额接近30亿元。

“作为一种新业态，‘互联网+’为我
们的发展开拓了思路，开辟了‘蓝海’。
它一旦与实体相结合，产生的不仅有‘物
理反应’，还有‘化学反应’。”鲜易控股董
事长朱献福如是说。

在许昌城区，思故台网上商城的上
线运营，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作为
成立于1993年的许昌思故台批发市场，
历史悠久，现有入驻商户 1000余家，是
集百货、服饰、鞋帽、电子、餐饮于一体的
综合市场。思故台网上商城的打造，是
这个有着 20多年历史的传统批发市场

“试水”转型。与传统意义上的电商不
同，思故台网上商城以提供城市生活服
务平台为出发点，与思故台市场内的各
家店铺实现线上、线下互补。

“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靠什么?靠
的是模式创新和业态融合，就是要对生
产、物流、资金、信息等要素进行优化整
合，让管理更高效，让服务更便捷。”思故
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新辉说。

千年药都禹州市建设融集中交易、

集中仓储、信息交流为一体的中药材电
子商务平台，对全国 100多个中药材产
区交易数据进行整合、分析、预判，使禹
州中华药城年交易额位居全国第三位；
花木之乡鄢陵县发挥品牌优势，打造花
木销售平台“中原花木网”，为数千家花
木种植公司和上万户花农提供新的产品
展示交易模式，让老百姓足不出户把自
己种植的苗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开辟
了花木销售新渠道。

跨境电商：国际市场“掘金”忙@跨界变跨境

以网为“媒”，“头顶时装”通达四
海。开通时间不到一年，交易额突破
3000万美元，这是阿里巴巴·许昌跨境
产业带递上的一份优异“成绩单”。

许昌是国内最大的发制品集散地。
2015年 12月 22日，作为国内首个发制
品跨境产业带，阿里巴巴·许昌跨境产业
带上线运营，如今已入驻发制品企业200
多家，有60家国际品牌、超过5万个产品
上线，产品销往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展成为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平台
上最成熟、最完善的跨境产业带。

跨境产业带如何运作？阿里巴巴郑
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阿里巴巴·许昌跨

境产业带在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和国际
站在线批发平台开设有许昌专区，推介
具有一定实力且国外知名的发制品企业
优先入驻，享受独立流量。在阿里巴巴
热销排名榜上，许昌发制品交易量连续
两年保持40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数万
种交易商品中居第3位。

“跨境电商，正引领着发制品行业经
历一场营销生态的深刻变革。”许昌市国
际贸易网商协会会长杜荣卿娓娓道来：
与其他商品相比，发制品自身“重量轻、
体积小、货值高、复购快”，具备跨境电商
行业销售的比较优势；电商的无国界性，
可以打造从生产商直抵客户的销售链

条，提升出口自主掌控能力……
“2015年，我们实现出口创汇4000万

美元，其中，电子商务销售收入2200万美
元，占总出口额的55％，可以说，电子商务
成了企业出口的主要渠道。”许昌县金福源
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学章说，跨境电
商让企业与更多的国外销售商建立直接合
作关系，带来了营销模式的大变革。

许昌市跨境电商经营发制品、蜂产品、
卫浴陶瓷、人造金刚石、冷冻食品、建筑机
械等产品，销售遍布亚、非、欧、美的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2015年，仅发制品一项，
许昌市跨境电商交易额逾10亿美元，在全
市对外贸易中分量最重、增速最快。

电商“井喷”背后的推手@政府搭金桥

许昌“淘宝村”不断涌现、电子商务
快速发展，被阿里巴巴称为电商发展的

“许昌现象”。截至目前，许昌市应用电
子商务企业达到3900家，其中应用跨境
电商企业突破 800家。今年上半年，全
市电子商务交易额 220亿元，同比增长
19.6%。

许昌电子商务的蓬勃快速发展，既
来自于许昌企业界敢为人先的胆略、智
慧和勇气，更源自许昌市决策层全球化
的视野、理念和思想的解放。

“党委、政府就是要为企业服好务!”
市委书记武国定说。以政府“有形之手”
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引领、融资支持、规
划引导、平台打造、智力援助，才能成就
一个又一个创业梦想。

环境优化。许昌市出台了《关于促
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市财政每
年拿出 2000万元，各县（市)区按照 5∶5

的比例设立专项资金，在培育电商企业、
发展电商园区、支持传统企业和专业市
场应用电子商务、加强人才培训等方面
加大扶持力度。对入驻电商企业推出免
房租、水、电、物业、中央空调费用等多项
免费招商政策。

产业做依托。立足于产业集聚区、
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许昌市先后
建设了7个电商园区，占地500多亩，规
划建筑面积50多万平方米，电子商务与
当地现代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产业
融合发展，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出现集
聚化、错位化发展的趋势。

平台来带动。许昌成为全省首个与
阿里巴巴签约的地级市，建成了京东许
昌运营服务中心，吸引了浪潮、大芝麻等
企业前来入驻，通过开展全方位战略合
作，大大提升了当地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电子商务为许昌带来了什么？许昌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是形成大众
创新创业的新平台。网商创业门槛低，成
长速度快，一个淘宝村就是一个创业“孵
化器”，电子商务已经成为草根创业的重
要方向。二是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引擎。
利用网络组织企业生产，有助于传统行业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许昌蜂产品行业以
外贸发展方式倒逼转型，实现了出口商品
结构优化、产业提档升级和集群式发展，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三是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电子商务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
让地处中原腹地的许昌获得了资源共享、

“弯道超车”的“黄金发展期”。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许昌创

新、创业的舞台上，“互联网+”为无数创业
者提供了机会；在许昌电子商务红红火火
的背后，一个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网络
经济活跃区域正在加速形成，一个中原
网络经济强市正在快速崛起。6

@直击“淘宝村”

11月28日，在许昌市商务中心区芙蓉湖畔许昌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市民通过网络报税

跨境电商使许昌发制品出口连续两年保
持400%的增速 本栏图片均由牛原摄

借助互联网，鄢陵花木已走出国门

信息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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