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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苏若
扬）“在广湛路口附近，有几棵路树被人砍
去树枝，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7月 11
日，市城市管理与综合局工作人员发现，
广湛路口渠化带内多棵木棉树无端被人
剃成“光头”。

当天上午9时，记者来到现场，只见
四向的行道树都枝繁叶茂，一路上绿树
成荫。但行至广湛路口渠化带内时记者
发现，这里有7棵大树都成了“秃顶”，原
有繁茂的树枝全部被锯掉，只剩下光秃
秃的树干。

记者从市城综局了解到，广湛路口该
渠化带上的木棉树已连续多年遭到恶意砍
伐，并且都是在深夜进行。此次的破坏行
为发生在11日凌晨，总共有7棵木棉树遭
破坏，被破坏的木棉树已有10多年树龄，
胸径已有25至30厘米。由于破坏行为发
生在夜间，目前还在调查阶段，市城管部门
将利用周围的监控设备调取影像，尽力找
到相关责任人。

“绿化树木给城市增绿添彩，希望广大
市民能够爱护我们的城市绿化，发现毁坏
绿化的行为，能够及时举报。”市城综局相
关负责人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肆意砍伐市
区树木的行为，可拨打电话：3195015或者
3195016进行举报。

据了解，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
化设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责令停
止侵害、恢复原状，并对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由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法律人士表示，如果有单位和个
人认为城市园林绿化树木对生产和生活有
影响的，可以向城市综合管理局提出申请，
由园林所进行处理。园林管理部门呼吁市
民要爱护绿化，保护绿化，不能为了个人私
利而破坏绿化路树。

在遂溪县遂城镇赵屋村一个不起眼
的临街铺面里，十几个阿姨正在忙碌地分
拣番薯并装箱打包。而在旁边，一个长得
白白净净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正一边
忙着在电脑前处理下单的事情，一边接听
客户的电话。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占地面积仅170
平方米，周边还搭着简陋大棚的地方，一
天就可发出2万多单的快递，单日的销
售额最高时可达19万元。而这个面容
稚嫩的年轻小伙，就是湛江市果匠食品
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公司总经理邓文
思。这个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创业的
小伙，卖番薯卖农产品一年销售额达到
5000万元！

“90”后小伙“闯世界”
回乡创业电商扶贫

1994年出生的邓文思，由于从小家
庭环境不是很好，更坚定了他自主创业
改善家庭环境的想法。他在16岁时就
只身离开家乡，到珠三角辗转谋生，在工
厂里打包装。2013年，他来到广州白云
区京溪街犀牛角村这个闻名的“淘宝
村”，经营服装电商，并渐渐站稳脚跟，他
还将父母带到广州，一同经营日渐发展
壮大的服装网店。

2016年，他回遂溪探亲的时候，发现
亲戚家种的几十亩番石榴无人收购，送上
门求收购都没人要，质量好的也才约4毛
钱一斤，连人工成本都不够，只能任由果
子烂在树上。

这一幕极大地触动了邓文思。一了
解他才发现，在家务农的邻居乡亲都普遍
面临着农产品价贱售难的囧境，农产品种
出来却找不到销路，随时血本无归，一年
的努力都将“打水漂”。

“遂溪农特产品种类丰富，数量繁多，

只要打开销路，并不愁卖啊。”邓文思的心
里渐渐有了将家乡农特产品放到网上平
台售卖的想法。后来，遂溪县政府提出了
电商扶贫的发展口号，他决定响应政府号
召，毅然回乡创业。

原来果子烂在树上卖不出去、已经准
备砍掉自己种植30多亩番石榴的农户，
在邓文思的帮助下，农产品搭乘网络电商
的“快车”，石榴成熟的每个批次都比原来
增加了近3万元的收入，一年下来更是收
入可观。

日发快递2万多单
年销售额达5千万元

“果匠”创立以来，以主营红薯、芭乐
（番石榴）、玉米、火龙果等遂溪有名的农
食品为主，确保一年四季都有农产品。邓
文思在拼多多和天猫、淘宝等平台都注册
了网店经营。

网店一开始运营的时候，量并不大，
邓文思的父亲负责在村里及周边收购番
薯、石榴、火龙果等农产品。网店在邓文

思的精心运营下，逐渐经营得有声有色，
单是拼多多平台上就有8家店。

一开始有人提出疑惑，小伙子卖番薯
能干出什么大事来？而令大家感到惊讶
的是，“果匠”单日的销售额最高时可达
19万元。现在每月销售额都有 200至
400万元，在公司活动期间订单量经常高
达2万多单。在货源充足的条件下，一年
的销售额可达5000万元。

销量大了，货源也要跟上。一开始遂
溪的老百姓都不敢种多，生怕卖不出去。
如今，眼看“果匠”在网店平台上供不应
求，他们也放开手脚大胆种植。为了保证
日均1万吨新鲜农特产品及时发出，农户
在还没种植之前，邓文思的父亲就以预付
定金的方式，提前向农户订购。农户再也
不怕碰上“贱价伤农”的情况，有这样的平
台兜底收购，实现稳赚不赔。对于贫困种
植户，该公司更是给予每一亩比市场价多
200元左右的收购价，得到了群众特别是
农产品种植贫困户的好评和肯定。

除此之外，该公司的包装工岗位每
日的需求约30人，月薪都有2千至3千

元，其中有一半的岗位提供给困难户，
解决一部分困难户就业难的问题，增加
他们的收入。

助力农产品销售
以民为本返利于民

近两年来，邓文思不仅响应了政府电
商扶贫政策，解决了部分困难户的经济问
题，使得广大本地农民的农产品搭上网络
电商“快车”，获得了更多收益，同时也为
社会各界提供了大量质量优异、价格合理
的农产品。

“我们的销售额成绩很好，一年销售
额可以达到5000万元左右，但公司利润
其实只有两三百万元左右，我们搭建了这
样一个电商平台帮助老百姓销售农产品，
大部分赚的钱都是回到老百姓的身上。”
邓文思说，市场上的销售价是浮动的，但
电商平台上的价格基本是固定的，难免会
亏本。有时候农产品在快递过程中磕碰
导致品质稍微不过关，还需要赔付给消费
者。“做网店是要靠诚信和质量取胜的，我
们不能做坏口碑。”邓文思说。

为了让网购的客户享受到优质农产
品，邓文思费尽心思。首先第一关就是
选购优质农产品，农户按要求种植，保证
质量，在配送前先挑选一遍。农产品到
了公司仓库装箱前也会进行二次挑选。
农产品运输讲求快，客户下了订单，公司
马上组织尽快发货，确保客户收到的农
产品新鲜、品相好。同时，在产品营销
上，邓文思深谙其道，定期开展促销活动

“吸粉”，发放优惠券让利于客户。由于
物美价廉、质量有保证，如今网店中
60％以上都是“回头客”。

对于未来，邓文思还是信心满满。
“现在公司的场地规模远远跟不上发展
需要，我们正在物色一个更大的场地，届
时会投入资金购买更多更新的设备，打
造更加便捷的‘流水线’作业。”邓文思
说，相信在新厂房和新设备落地后，销售
额可以再翻一番。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李家山
黄毅能）7月11日，我市雷州青年运河管
理局在鹤地水库第7号堤坝处，举行一场
由138人组成的防汛应急抢险演练（习）活
动，以此提高员工抢险应急处理能力和增
强抢险知识及熟悉操作规程。

当天，该局组织的9支抢险分队共138
人，队伍分别从不同方向赶达工程出险处
进行抢险（假设）点，抢险队员们手拿大铁
锤、木桩、沙袋等抢险工具，进行抢险演练
竞赛等工作。在演练的竞赛场上，假设内
容是坍塌抢险，抢险队员们铁锤打排木桩，
包装沙袋、堆叠沙包等，队员们你追我赶，
抢险演练竞赛场面干劲冲天。活动不仅检
验了员工应对水库、运河工程各种突发险
情的能力和水平，对于锻炼应急抢险队伍
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提高抢险应急能力

市运河管理局举行防汛
应急抢险演练竞赛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陈因文）
暑假伊始，雷州市西湖街道文化站推出系
列文化公益活动，让辖区少年儿童畅享文
化大餐，过上一个欢乐而富有意义的假期。

7月 11日，记者走进该站各个功能
室，只见约60名孩子在文化服务志愿者的
指导下，或下棋，或看书，或练书法，或学舞
蹈，现场热闹而有序。据了解，为满足辖区
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暑
假生活，该站举行系列文化公益活动，吸引
一大批少年儿童前来参与学习，在丰富假
期生活的同时，使之自觉接受文化熏陶，助
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该站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站在寒暑
假多次举行文化公益活动。特别是书法和
舞蹈培训，已逐步成为该站的文化服务品
牌。“这个暑假，我们在原来活动的基础上，
有机融入雷州历史文化、雷歌和古诗词创
作等内容。与此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
将接送孩子的家长也拉了进来，与孩子一
起参与文化活动。”

举办文化公益活动
雷州西湖街道文化站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纪宣）记
者从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湛江”获
悉，遂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方
光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湛江
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记者 何有凤 肖胤
通讯员 梁媚媚

牵手贫困农户 助力电商扶贫
遂溪“90”后小伙回乡创业,年销售5000万元农产品供不应求

“果匠”工作人员在分拣番薯。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在赤坎区广湛路口绿化带上，遭破坏的木棉树冠只剩下残枝。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

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遂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成员方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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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控所引发的风
波继续延宕。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称之
为“史无前例的危机”。韩国外长康京和
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韩国
多名高官也接连访美。

分析人士认为，日韩关系近来持续紧
张，短期内恐怕难有实质性改善，美国肯
不肯出力调和、又能发挥多大作用犹未可
知，美国东亚政策、美日韩同盟关系恐怕
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新闻事实】
文在寅10日急召30家企业高管开

会，表示韩方准备面对一切可能情形，包
括韩日纠纷旷日持久的可能性，并敦促
日本方面“不要执迷不悟地走向死胡
同”。他说，日本实施出口管控是出于政
治目的，意图打击韩国经济，这不仅损害
韩日友好关系、破坏韩日安全合作，对两
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也都没好处。

韩联社11日援引韩国外交部消息报
道说，康京和10日晚与蓬佩奥通电话，对

日本出口管控措施表达忧虑，而蓬佩奥对
此表示理解。两人商定继续加强韩美、韩
美日之间各层级外交沟通。

康京和说，日本此举不仅损害韩企利
益，还会扰乱全球供应链，也给美国企业
乃至世界贸易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
韩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韩美日三国合
作，希望日方撤销出口管控措施，以免事
态恶化。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
外交部、通商交涉本部等部门高级官员正
接连访美或准备访美。

就韩方要求日本撤销出口管控措施
一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在记者会
上说，“这不是需要协商的事情，所以不存
在撤回的问题”。

在9日于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韩国要
求日本撤回针对韩国实施的加强半导体
材料出口管控措施。

另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消息，韩日
计划12日在东京展开对话。

【深度分析】
日韩双方近期因“慰安妇”问题、二

战劳工赔偿问题、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等
新老问题龃龉不断。此次，日韩对日方
出口管控措施的动机各执一词，日方坚
持“就事论事”，韩方则批评对方举措系
政治报复。

对此，韩国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教
授郑仁教说，日方实施出口管控，一方面
是在日本参议院选举前夕将韩日关系与
日本国内政治挂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韩日关系的确纠缠
复杂。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日本问题专家希
拉·史密斯说，美国曾在日韩关系中发挥
重要作用，美前总统奥巴马曾举行美日
韩峰会来改善日韩关系，但目前来看，特
朗普政府没有多少兴趣、也暂无计划调
和日韩关系，而日韩政界、外交界恐怕也
正对再由美方解决日韩分歧失去兴趣。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记者
杨承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0日表示，美
国社交媒体企业脸书公司计划发行的加密
数字货币Libra已引发多重担忧，在解决
这些问题前加密货币项目不应推进。

鲍威尔当天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
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说：“Libra已经引
发关于隐私、洗钱、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
等值得担忧的问题。”他说，在这些问题解
决之前，“我认为该项目不应推进”。

敦促脸书暂停
推进加密货币

美联储主席

据新华社东京7月11日电（记者华义）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1日宣布，日本
隼鸟2号探测器当天再次成功着陆小行星

“龙宫”。隼鸟2号今年4月在“龙宫”上制造
了一个撞击坑，此次任务就是采集从撞击坑
中飞散出的小行星内部岩石样本。

隼鸟2号首先在小行星“龙宫”上空约
20千米处待命，然后从10日开始朝距撞
击坑不远的目标地点缓慢下降，11日上午
探测器短暂着陆“龙宫”。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记者
熊茂伶 高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
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
美国决定对法国政府将于11日通过的数
字服务税法案发起调查，此举或将进一步
加剧美欧经贸摩擦。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发表声明
说，法国政府拟征的数字服务税涵盖的正是
美国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数字服务领
域，新税将“不公平”地针对美国科技公司。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声明中说，
总统已下令调查法国此项立法的影响，“判
定它是否具有歧视性，是否不合理，是否会
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带来限制”。

今年3月初，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
诺·勒梅尔提交了一份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
律草案，拟对谷歌、亚马逊、脸书等30余家全
球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预计法案施
行后，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收入不低于7.5亿
欧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过2500万
欧元的企业将被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

除法国外，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新西
兰等国也在考虑征收数字服务税，欧盟也
在就此进行论证。经合组织正试图找到一
个国际公认的解决方案，从而将数字服务
纳入税收框架。

美对法数字服务税
发起“301调查” 日本口风强硬

韩国欲寻美国“拉架”？

日本探测器再次
着陆小行星“龙宫”

曝光台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7月9日凌
晨，一位市民在赤坎区百果园路，见到一辆
白色小轿车亮着灯停靠路边，车内一名男
子躺着一动不动，便紧急拨打110报警。
经查，该男子竟是醉驾后昏睡在车里度夜。

当天凌晨5时，赶赴现场的交警大力
敲打车窗呼叫男子，只见该男子昏昏欲睡，
毫无反应；民警再三呼唤，直至车内男子醒
来将车熄火，就在打开车门瞬间，浓浓酒味
从车内扑鼻而出，该男子涉嫌酒驾后停车
而睡，民警即示意该男子交出车钥匙，对其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测试结果显示酒精
含量为197mg／100ml，属醉酒驾驶。随
后，该男子被民警带到医院提取血液样
本。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一“醉驾男”昏睡
车内过夜被查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