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西安3月13日电（记者
薛天）陕西省 13日公布 2018年度消费
环境指数，在十六个行业消费环境指
数中，汽车销售与维修行业排名最
低。对此陕西省消协表示，消费者的
不满主要集中在车辆维修、养护费用
方面。为避免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消
协提醒消费者，汽车维修养护时要警
惕商家的价格误导。

陕西省消协称，价格误导的情况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在家用汽车维
修过程中，部分维修机构巧立名目，收
取高额工时费、材料费；二是部分维修
机构存在“没病小修，小病大修”问题；
三是部分维修机构“以次充好”，将质量
低劣的配件包装为所谓“原装进口配
件”，导致车辆维修保养的费用增加而
维修质量下降；四是部分维修机构在保
养过程中对家用汽车无须更换的配件
进行强制更换，存在过度保养行为。

消协提醒：

汽车维修养护需警惕价格误导

汇聚磅礴力量 建设美丽乡村
——从全国两会看乡村振兴新图景

聚焦 全国两会全国两会

“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求。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乡村振兴战略意义更重。
乡村振兴大幕拉开，来自乡村、关注“三农”的代表委员们，热议并展望美丽乡村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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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吉隆坡3月13日电（记者
林昊）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的巴西古
当地区一些居民近日因疑似遭受化
学废料污染出现身体不适症状，当
局决定当地 13 所学校自 13日起无限
期停课。

柔佛州健康、环境和农业委员会
负责人贾迈勒 12 日晚在一份声明中
说，柔佛州灾害管理委员会已开始协
调监测和解决巴西古当地区一条河流

疑遭化学废料污染的问题。
声明呼吁当地民众避免进入受影

响区域，并在感到眼痛、胸痛或呼吸困
难时尽快就医。

据当地媒体报道，12日有超过 200
人因出现身体不适症状接受治疗，其
中不少人是当地学生。

巴西古当聚集了多家石油化工等
重工业企业。本月7日，当地政府因有
人非法倾倒化学废料而疏散上千人。

马来西亚因化学废料污染
临时关闭13所学校

新华社武汉3月13日电（记者 郑
璐）预付式消费领域又出现新问题，以

“租金贷”“装修贷”“培训贷”等为代表
的“预付式＋消费贷”模式频频引发投
诉，在长租公寓、房屋装修、教育培训、
美容整形等消费领域尤为集中。

记者从12日召开的2019年3·15湖
北省消费维权新闻通报会上获悉，2018
年湖北省12315平台共接收涉及预付式
消费的投诉28195件，同比增加13.77%。

长租公寓、房屋装修、教育培训、
美容整形等消费领域因支付金额较

大，经营者往往以无息贷款等诱惑性
条件吸引消费者迅速下单，而当消费
者通过商家推荐的金融平台贷款后，
一旦商家出现合同侵权行为，消费者
不但无法享受承诺的服务，还要继续
偿还贷款，否则可能面临信贷违约。

这种“预付式＋消费贷”的模式大
大增加了消费风险和维权难度，频频
引发投诉。

湖北省消协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
消费者，在日常消费时要提高警惕，谨
防落入消费贷款陷阱。

预付式消费投诉频发
金融信贷捆绑风险须警惕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2日电（记
者 孙丁 刘阳）美国司法部日前侦破一
起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案，共有 50人
被起诉，包括 33 名家长和 9 名高校体
育教练等。

据 12 日公布的法庭文件，涉案家
长被指控向一名加利福尼亚州高校预
备机构的入学顾问支付费用，以使后者
为他们的孩子安排替考或作弊；该顾问
还被指控贿赂足球、网球、排球等项目
的高校体育教练和高校管理人员，以帮
助这些学生被认定为体育考生，而不顾

他们的实际运动能力和经历。
法庭文件显示，入学顾问威廉·辛

格在 2011年至 2019年 2月间收取了约
2500 万美元，每名涉案家长支付的费
用在 20万美元至 650万美元之间。

辛格已就合谋诈骗等指控认罪。
据检方介绍，收受贿赂并参与舞

弊的体育教练来自多所美国知名高
校，包括耶鲁大学、乔治敦大学、斯
坦福大学、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加利
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
学等。

美国侦破一起
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案
50人被起诉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
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当歌声响起，祖国乡村的经典
模样令人神往。

悠扬的歌声照进了现实。印象中“脏乱差”的农村，
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村庄社区垃圾不乱堆乱放了，污水乱泼乱倒现象少
了，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提高明
显……

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两泉坡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树
睦代表说，当地去年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让
乡村变得更加美丽，风景如画、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正
在变为现实。

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完成新一轮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列明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
系列任务。

在中天金融集团董事长罗玉平委员看来，要做好乡
村振兴，一定要软件、硬件“两手抓”，既要加强交通、产
业配套等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也要加大文化、教育、体育
等软件投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报告》，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2003 年以来，浙江省持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久久为功造就万千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
的改善，驱动浙江乡村振兴脚步走在全国前列。

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作为突破口、先手棋，撬动乡
村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良性发展循环。

“在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上，共同建设美丽
乡村。”黑龙江省尚志市鱼池乡新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金东浩代表说，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一定能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在贵州山区，农村“土特产”闯进了“大市
场”，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村里蔬菜直供广州、深圳，种地产值从
原来一亩不到 1000元，到现在亩均 5000元以
上。”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
代表说。

塘约村 921 户、4881 亩耕地全部入股到
村集体合作社，村民种植蔬菜、晚熟红脆李、
黑珍珠樱桃，或者就地务工，2018年村集体收
入 360 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1.4 万元，
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

优质农产品卖上好价钱，是乡村直面市
场、兑现价值的一条通路。

阿里巴巴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
全国31个省区市登陆淘宝天猫的特色农产品
超过2900种，其中七成以上产自中西部省份。

在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在实践中深入人心，指引着广大乡村
绿色振兴的生动实践。

从阴雨连连的莫干山麓，到春意渐浓的
首都北京，浙江省德清县五四村党总支书记
孙国文代表随身带着一份村级“发展规划”：
2020年接待游客人次突破 30万，2022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0万元……

“一间老房子，就是一个‘聚宝盆’。”孙国
文说，这几年村里民宿发展如火如荼，变化看
得见摸得着，如今 1500多位村民都在家创业
就业，村里还净流入 500多人。

一年多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有力实施，
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展开有益
实践，乡村嬗变由表及里、一天一个样。

一不靠山、二不靠水，单靠人均一亩多
地，养奶牛、种有机蔬菜形成的从土地到餐
桌的产业链，就撑起了一个村的振兴。

眼看村里产业越做越大，山东省曹县磐
石街道办事处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
代表有了更长远的期望：发展产业缺啥也不
能缺人，希望改善农村教育条件，留住人才、
培养人才。

在实践中思索道路，代表委员们悟出了
同样的道理：乡村振兴首先要有人的振兴，
乡村有人气才有希望。

2018年，安徽省定远县西孔村引入田园
综合体项目，如今已建成 16 个冬暖式大棚，
草莓、南瓜、西红柿等销售红火，为村庄发展
带来新思路。因为掌握科技、信息，项目中
两位技术人员成为全村“香饽饽”，前来讨教
取经的村民一波接一波。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系统性、跨越式、
创新性的发展，关键是要有一批具有真才实
学的知识分子和农村致富带头人。”安徽省
定远县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代表
说。

她建议，短期调动乡贤和大学生返乡就
业、创业，融入村集体，并鼓励退休人员通过
返聘等方式进入农村；中期收集整合在外务
工的青年优秀者，鼓励其返乡创业；长期制
定规划，定向培养农村科技型人才，服务农
村发展。

拓宽活力之源，精准创造条件，让农村
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在浙江省桐庐县环溪村村委会主任周
忠莲代表看来，乡村在吸引大学生、专业人
才和工商资本下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民
工、年轻人等主体的返乡创业。

开局良好 振兴步伐全面加速

关键在人 有人气才有希望

聚力攻坚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张
泉）记者日前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全国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2019年 1月底，国
家平台备案人数 356 万，累计实现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70万人次。

2018 年底，河北的张先生罹患心
血管疾病，转诊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在医院结算
窗口办理了直接结算，方便快捷。“原
本以为要拿着一堆报销单回老家报
销，没想到在北京就可以实时结算。”
张先生非常高兴。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我国跨省
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持续增

加，备案人数和直接结算量持续快
速增长。截至 2019 年 1 月底，跨省异
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 15933
家，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13302
家。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 170 万人次，医疗费用 409.5 亿元，
基金支付 240.7 亿元，基金支付比例
58.8%。

据了解，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是我国着力推动的便民举措，有
利于解决患者异地就医过程中的垫资
和跑腿报销问题。未来，我国将进一
步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政策，为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等群体
提供更大便利。

医保报销少跑腿
我国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70万人次

↓3月12日，首艘国产极地探险邮轮在江苏海门顺利下水，这标志
着我国在远洋船舶制造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图为在江苏海门拍
摄的“极地邮轮1号船”。 新华社发

←初春的周末，在拉萨北郊一处篮球场，一群肢体残障人士正在
海拔3700米的高原上进行着一场篮球赛。

这支西藏拉萨业余轮椅篮球队现有 25 名队员，其中 6名为女性。
大部分队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中有厨师，有政府单位文秘，有在八
廓街里做生意的商人，还有传统唐卡画师。他们因共同的爱好，相聚
在一起，组成了篮球队。图为3月3日，轮椅篮球队队员德央（前）在比
赛中准备投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