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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屈凌燕魏董华
连接“世界超市”义乌和欧洲最大

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的中欧班列运营
满四周年了，这趟国内行程最长的中欧
班列已经成为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文
化交流“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为沿线
国家和民众架起开放合作的新桥梁。

运输便利化促进双边贸易增长
马德里时间 24日上午 11时，一辆

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开进马德里
车站，为庆祝开行四周年，此趟班列全
新涂装，用中国故宫、茶园和西班牙美
食的精美图案，展示了中国、西班牙的
多元文化。

“义新欧”中欧班列自2014年11月
18日首发以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班列已往返运行
532次，45372个标箱。始发开通了9条
线路，辐射至中亚、西班牙、伊朗、阿富
汗、俄罗斯、拉脱维亚、白俄罗斯、英国、
捷克等9个方向。

班列集聚作用明显，覆盖了浙江、
上海、广东、安徽、江苏、山东、福建、江
西等 8省市货源，涵盖了日用小商品、
服装、箱包、五金工具等近 2000种中国
制造商品。

中欧班列促成义乌开放水平更
高。如肉类口岸、国际邮件局的开通，
贸易便利化持续改革，进口市场和跨境
电商发展迅猛。班列累计直接产生进

出口贸易额35亿美元以上。
通过中欧班列，红酒、母婴用品、高

档厨具、洁具、汽车零配件等欧洲商品
进入中国市场渠道更畅通。以西班牙
为例，数据显示，自“义新欧”中欧班列
开通以来，西班牙产品向义乌的出口额
从 2014 年的不足 160 万美元增长至
2017年的1010.56万美元。

“钢铁驼队”发掘合作新空间
9月 26日一列装载了邮政专用集

装箱的“义新欧”中欧班列顺利从义乌
铁路口岸始发，3240件国际邮件被运往
波兰马拉舍维奇站，正式开启每周一次
的常态化运邮。

这次发运的国际邮件来自 100 余
家跨境电商企业，目的地为英国、法国、
德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捷克等 14
个欧洲国家。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

“义新欧”中欧班列与中国邮政、菜鸟物
流、DHL、燕文物流、西班牙邮政、英国
Yodel等国际快递巨头合作，设计了“义
欧快件”这一义乌口岸出发，直发欧盟
及英国，通过国际快递辐射中亚、欧盟
及英国消费者的业务模型。

运营方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旭斌认为，开拓货值更高、服务
更精准的国际快件业务，是“义新欧”中
欧班列在技术和运营模式方面的创新，
而两周左右的铁路运输时间，也为跨境
电商物流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新选择。

“义新欧”中欧班列在沿线马德里、
杜伊斯堡、伦敦和莫斯科设立 4个分公
司、8个海外仓，辐射34个国家，还推进
了“一带一路”捷克站、华沙中国小商品
城市场和中白工业园等项目建设，发掘
出了这一“钢铁驼队”两端更多的合作
空间。

班列线路架起友谊之桥
11月 18日在开行四周年之际，这

趟国际班列连接的两个城市，义乌和马
德里举办了一场双城互动马拉松比
赛。义乌参赛的市民有上万人。马德
里的赛道上还按照中欧班列途经国家
在沿途设置指示牌和班列运行地图。

“义新欧班列线路不仅是货物运输
线路，更成为两地人民的友谊之桥。”义
乌西班牙交流基金会主席毛文进说。
义乌西班牙交流基金会将资助西班牙
青年于 2019年前往义乌进行“全球青
年创业培训”计划，希望用这种方式，为
中西两国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搭建
一个桥梁。

通过中欧班列，义乌正逐步与沿线
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目前义乌
建立了与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区、城
市全方位合作，举办中国（义乌）丝绸之
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中国北欧青年
领军者论坛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以
及100余场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活动。

“义新欧”中欧班列架起开放合作新桥梁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
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
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
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
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
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
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
每名党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
支部的良好态势，取得明显成效。当前，
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把党支部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

断提高党支部建设质量。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
章要求，既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
传统，又体现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
验，对党支部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新
时代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遵循。《条例》的
制定和实施，对于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
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全
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
功能，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
部，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重要标
志。各级党委（党组）要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
把抓好党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
基本内容、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检验党
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采取有力措施，

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抓
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利用
报纸、广播、电视和手机、网络等媒介，通
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等方式，使各级党
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深入
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
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条例》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
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教育
课程，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抓好党支部工
作、推动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
督检查，对贯彻落实《条例》不力的严肃
追责问责。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督促落实，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
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
《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
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印发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25日电（记
者 李小华 刘旭光）25日 17时许，受 11
级暴风雪袭击，滞困在国道 3015线、新
疆省道201线和省道318线的玛依塔斯
路段的 21名旅客，经应急保障基地工
作人员逾 16个小时的奋力施救，终于
被转移到安全地带，无一人滞留。

新疆塔城公路管理局额敏分局玛
依塔斯应急保障基地班长阿力木江·达
吾提介绍，24日22时35分许，玛依塔斯
突然下起了大雪，刮起了7至8级西风，
能见度极差。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

国道3015线K231处、K306处，省道201
线K23处、K76处设卡封路。

封路期间，驻玛依塔斯应急保障基
地的交警接到求救电话，有旅客滞困在
国道 3015 线、省道 201 线玛依塔斯路
段，急需救援。基地派出扫雪车、铲车、
应急救援客车等分成两组上路驰援。
风雪越来越大，阵风超过了 10级。25
日零时 30分许，应急保障人员把滞困
在国道 3015线玛依塔斯路段的 8名群
众5辆车营救到安全地带。

2时许，雪还在下，西风达到11级，

能见度几近为零。除雪机械、车辆只能
停在原地等待。5时 20分许风雪逐渐
减小，有了能见度，应急保障人员继续
营救。6时 10分许，滞困于省道 201线
玛依塔斯路段的4名群众3辆车被成功
营救。

17时许，滞困在新疆省道 318线玛
依塔斯路段的 9名群众 4辆车，也被玛
依塔斯应急保障人员救出。

截至发稿时，国道 3015 线、省道
201线、省道 318线玛依塔斯路段处于
封闭状态。

新华社长沙11月25日电（记者 陈文广）
近日，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结一起
丈夫遗弃重病妻子案，被告人张某某因犯遗
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张某某与符
某某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初期双方感情
较好，后因符某某身体原因，二人未能生育小
孩，遂产生矛盾。2017年，符某某经医院诊
断患有尿毒症等，并两次住院治疗。

在被诊断患有尿毒症等病状后，符某某
本人及其亲属等一直通过多种方式多次联系
在江苏务工的张某某，告知符某某患病的事
实并要求张某某回来照顾，张某某知道消息
后未回来照看，也未给付任何费用。

2018年3月，符某某在娘家因病去世。张
某某在得知消息后，未回家处理后事，也未给付
任何费用。2018年5月，张某某被警方抓获。
法院另查明，在符某某患病期间，张某某每月有
稳定收入3500元左右，具备一定抚养能力。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某在妻子符某某患
病期间，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经多方联
系仍不履行扶养救助义务，情节恶劣，其行为
已构成遗弃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新华社长沙11月25日电（记者 袁汝婷）
历经近 1年侦查，湖南石门县公安局侦办的
一起微信群聚众赌博案日前被依法移送检察
院审查起诉。此案以微信“抢红包”为幌子，
进行网络赌博，流水逾千万元。

2017年11月，石门县居民向某到县公安局
网监大队报警称，2017年6月，其被一微信好友
拉进一个群，参与“抢红包”游戏，因微信红包规
则限定每次只能发200元，但其所在微信群却能
发300至500元不等的红包，向某怀疑该群主使
用了外挂软件，导致其输掉17万余元。

通过缜密侦查，石门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很
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活动轨迹。
此后，专案民警多次赴福建省惠安县展开侦查，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谦、黄某强、黄某龙。

经查，3名犯罪嫌疑人从 2017年 1月初
开始，以建微信群用外挂软件“抢红包”的方
式进行赌博。期间，建多个微信群，每个微信
群涉及参赌人员数十人，流水逾千万元。3
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一男子犯遗弃罪被判刑

湖南破获

微信群网络赌博案

从2018年9月开始，浙江省杭州市下城
区城管局“云上城管”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
平台完成了智慧升级，正式开始运行。该平
台通过借助路面监控、卫星定位、大数据、云
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以“互联网+城管”模
式，将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与技术手段无缝衔
接，实现了管理中的科学调度、云监控、实时
发现并处理问题，由传统管理模式向“云上
城管”转变。 新华社记者徐昱 摄

““云上城管云上城管””推动城市管理智慧升级推动城市管理智慧升级

新疆玛依塔斯遭暴风雪袭击 21名旅客安全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