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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世界经济形势较为低迷，全球贸易
量大为缩减。按世贸组织的预判，只增长
!"#$左右，甚至更低。义乌外贸却逆势增长，
画出了一条漂亮的出口“上扬曲线”。!%&!年
经义乌海关出口小商品 &&'"(亿美元，首次突
破百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高达 !%"'$。

据义乌海关负责人介绍，“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试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改变了长期
以来义乌小商品出口由外地外贸公司代理的
历史。同时，加强了义乌小商品出口的源头
管理，建立了各部门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机
制。!%&!年小商品年度出口额之所以能再创
新高是“多方面利好因素叠加的结果”。首
先，以日化用品、日用小百货、饰品、纺织
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义乌小商品，
属于生活必需品和易耗品，面对经济不景

气，易产生“口红效应”，抗压
能力相对较强。其次，面对欧
盟市场不景气，小商品经营者
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年对
俄罗斯、印度出口快速增长。
再次，随着义乌国际贸易综合
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包括
海关在内的各部门相继出台了
分类通关等改革配套措施，为
小商品出口营造了便捷高效的
通关环境，对于小商品出口有
着积极的推进作用。此外，欧
洲杯、奥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
的相继举行也刺激了相关小商
品出口。

为了帮助小商品“更快更好”地“走出
去”，义乌海关推出了一系列
通关便利化举措。全面推广
小商品出口分类通关，多数
规范守法的小商品出口由系
统“自动放行”，有效提升了
小商品通关效率；开辟“义
乌—舟山”、“义乌—温州”
区域直通车，将转关模式下
的“二次报关”变为“一次
报关”，简化了通关手续，降
低了小商品出口成本。“在
出口的高峰时期，海关提供
预约通关服务，并主动延长
了服务时间，在通关、物流、
后续处理也提供了相应的跟

踪服务，确保小商品出口 !) 小时都能顺利
通关。”义乌华诚报关行负责人如是说。

除了便利通关，海关还充分发挥数据分
析优势，为小商品出口“指明方向”。“去年义
乌海关加大了对金砖国家等小商品出口新兴
市场的分析研究，并通过在电视台开辟‘国门
咨询’栏目、在报关大厅设立业务查询台和电
子触摸屏、在门户网站实时公布等方式第一
时间发布小商品出口动向监测信息，为正在
开拓新兴市场的小商品经营户提供经验和指
导。”义乌海关监管通关科科长尹犇说。

据统计，!%&!年经义乌海关出口印度的
小商品达 *"' 亿美元，同比增长 &+"&$，印
度已取代伊朗成为义乌小商品出口的最大目
的国；出口俄罗斯 &"*亿美元，同比增长 &"#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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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男孩亲密接触警营

近日，重庆江北观音桥韵中艺术语言学校 &* 名小记

者来到重庆特警总队，参加“小记者大视野”警营开放日

活动，对特警工作进行现场采风。图为一名小男孩用力举

起狙击步枪。 郭晋嘉摄（中新社发）

武汉“的哥”朱师傅在入行几年后养成了怕喝水的
习惯，原因无他，只因常在路上跑、公厕数量少。日
前，武汉市开放临街企事业单位内部厕所的举措，让像
朱师傅这样的“的哥的姐”心里有了底气。对朱师傅来
说，每天午饭餐桌上能够多加一个紫菜汤，成了他很大
的“福利”。

!内部厕所对外开放

自去年底至今，广州、武汉、济南等一些城市临街
企事业单位陆续开放内部厕所，向市民敞开了“方便”大
门。这些单位在向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有一些安全和
卫生方面的担心，此举无疑在考量着民众的公德心。

日前，一块“内部厕所，对外开放”的指示牌出现
在武汉市青山区国税局办公楼前。国税局位于人流量较
大的和平大道旁。内部厕所干净卫生，还有专业物业人
员负责保持卫生。“开放内部厕所是为响应武汉市文明
办和城管局号召。作为机关单位，想带头体现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青山区国税局副局长邓兵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距武汉市青山区国税局不远的青山区地
税局日前也加入到内部厕所“全民共享”的行列。单位
还对内部厕所进行重新装修，为市民提供 !) 小时不间
断服务。“装修这些厕所用了 &% 多万元，新增了洗手
液、烘干机等设备。夜间市民如厕，可以从单位的侧门
进，非常方便。”地税局行政管理科一位姓孙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

!城市扩张引致市民需求

城市流动人口急剧膨胀，扩大了公共厕所需求缺口。
据武汉市城管局建设处处长李宏清介绍，武汉已建 &%%%

多座公厕，但不能满足市民需求，按照布局、人口数量、区
域面积和商业等级等规划，还要再建设约 !%%座。

为此，武汉市文明办联合城管局发出倡议，呼吁临
街单位开放内部厕所。截至 & 月 &+ 日，武汉共有 &!%

余家临街单位参与。这些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街道
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大型商场超市、餐饮企业及医
疗机构。

除武汉外，广州、济南、泰安等一些城市也在近期
陆续向市民敞开方便之门。广州已向社会开放了 )% 多
家含政府机关在内的内部厕所。济南近期成立“厕所开
放联盟”，#%多家旅行社、餐饮酒店加入了向市民开放
内部厕所的行列。

!鼓励更多单位长期开放

目前，武汉市正考虑通过“以奖代补”、“免费提
供卫生用品”、“适度减免水电费”等措施，鼓励更多
单位参与内部厕所开放。

武汉江岸区城管局环卫科负责人叶刚说，对于企业
和商家，开放内部厕所是一种广告宣传手段，也是提升
单位形象的良好举措。他举例说，一些药店在门口摆放

秤供市民免费称体重，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客源。开放内部厕所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对于已经响应号召参与的单位，武汉市城管局将进行回访，保持长期开放，保

证长效运行，并采取不定期抽查方式加以引导。
其他城市也陆续出台相关奖励措施加以引导。广州城管将单位开放内设厕所纳

入城市管理综合提升考评范畴，每增设一家内设厕所对外开放加 #分。济南城管局
专门设定“厕所开放联盟”热线，并召开市民恳谈会，制定 !%&(年版“公厕地图”
方便市民。 （据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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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外贸画出漂亮“上扬曲线”
小商品出口破百亿美元 同比增长高达两成多

卢国良 文;图

图为义乌港一景

图为海关人员正在开箱查验

一项禁酒令正在中国军队中贯彻

执行。中央军委颁布加强自身作风建

设十项规定以来，各单位纷纷颁布禁

酒令，节日下基层不喝酒，一时蔚成

风气。

此前，党政机关也有禁酒令，只

是限定工作日中午不喝酒。军队的禁

酒令显然要严格得多。千百年来，中

国人以酒为媒介联络感情已成为中华

酒文化的“精髓”。喝酒似乎和表达

感情密不可分，“感情深，一口闷”

的思维更是根深蒂固。酒席桌上觥筹

交错、推杯换盏，会让人感到兴奋和

激动，酒酣时分，相互称兄道弟，会

拉近彼此的距离。其结果就是，不想

喝也得喝，喝少了还不行。

那么，喝酒真能增进感情吗？一

项调查显示，酒席桌上允诺的事大多

是空头支票，在酒精深度刺激之下，

虽说有时“酒后吐真言”，但大多情

况下是信口开河，夸大其辞，或言不

由衷。所以正规的商人们决不在酒席

桌上谈生意。而喝得酩酊大醉，一觉

醒来，大家发现，除了损害形象、伤

害身体、耽误事情外，其实并没有增

进多少感情。相反，经常有人在酒席

桌上为一杯酒发生争执，乘着酒兴撒

泼互殴，何谈增进感情？

军队领导干部下基层不喝酒，党

政干部工作日中午禁酒，不仅是倡导

一种新的工作作风，也是对中华酒

文化的革新。喝酒要分场合，要有

时间概念，要有节制。不该喝的时

候，一定要“拧紧酒瓶盖”，把住舌

头尖，滴酒不沾。即便是闲暇时间，

朋友对饮，也没有必要“一醉方

休”，因为酒少喝点能舒筋活血，过

量则有害。

酒文化的革新，需要社会各方的

密切配合，比如在电视频道特别是军

事频道能否少播点酒广告？虽说“酒

能壮胆”，但现代战争不但要有胆

量，更要有智慧，过量喝酒反而会

贻误战机。在信息化立体化战争条

件下，靠大碗喝酒壮行，然后摔碎

酒碗，营造“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悲壮场面，这样原始的作战动员

恐怕已经过时。

春节将临，地方要搞慰问活动，

少敬点酒，多赠点书，多为军队办

实事，比如帮助解决军嫂就业、妥

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落实义务兵

优待政策、帮扶有困难的退伍老兵

等，更能增进地方与军队的感情。

而军队为答谢地方，少喝点酒也无

大碍，重要的是切

莫忘了肩负的随时

准备执行作战和应

急任务的责任。

1月 24日，沈阳军区某团官兵在雪山林地进行强行军训练。连日来，该团采取“野外驻训、

动态实施、滚动训练、分区检验”的方法，将部队拉到野外生疏地域，重点演练极寒深雪条件下的

山地战术行动和综合保障能力，有效提升了部队寒区遂行任务能力。 解放军报记者 张 雷摄

雪山林地强行军

南京腊梅绽放暗香浮动

& 月 !) 日，游客在拍摄南京东郊明孝陵陵宫甬道两

侧盛开的腊梅。南京东郊腊梅以中山陵园风景区为主，主

要分布在明孝陵一带，现植有的 (%%% 余株腊梅已进入盛

开期。 泱 波摄（中新社发）

大型雪雕群亮相长春

1月 25日，几组大型雪雕分别亮相长春几大广场，

成为冬日里的街头一景。图为长春儿童公园门前6米高的

大型雪雕“喜洋洋”。 王心宇摄（中新社发）

狐狸和天鹅“和谐共处”

!%&(年是新疆和静县“生态环境建设年”，旨在保护

生态环境包括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图为巴音布鲁克大草

原上，狐狸和天鹅相映成趣。 王 威摄（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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