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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托管：贫困户摇身变“股东”
“红枣羊的养殖主要采取农业龙头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也就是说陕西保险业募捐资金给
贫困户发放羊只，贫困户把羊放到合作社进行股权托
管，最后由农业龙头公司进行销售，贫困户直接分红。”
王博说。由陕西保监局帮扶的乔家枣坪村就是这样
的，今年7月3日该村成立了佳县玉高养殖专业合作
社，全村48户贫困户入股合作社。“陕西保监局捐赠了
30万元资金为村里的贫困户购买了羊只，平均每户发
放了13只羊，现在贫困户们把羊都投到了合作社进行
股权托管，目前，这里有羊舍12间，共养624只羊。合
作社每年支付每个贫困户3000元，连续支付3年，共
计9000元。”乔家枣坪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乔
玉高介绍说。

“我年龄大了没有养殖能力，羊由合作社替养，我
现在可是那里年龄最大的股东呢！”82岁的贫困户乔
克兰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

销售＋保险：确保产业立得住
“合作社养殖的红枣羊，都由农业龙头公司统一委

托佳县县内屠宰加工厂屠宰加工，加工完成后的羊肉
统一由公司负责销售，并承诺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
格收购，今后还会不断扩大农贸市场、电商分销等销售
渠道，保障贫困户的红枣羊长期稳定销售。”王博说。

“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我们的羊不仅不愁卖
不出去，还都有保险呢！”乔家枣坪村贫困户曹艳平告
诉记者。原来，为了提高产业风险抵御能力，陕西保监
局“两联一包”佳县工作队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优势，在
红枣羊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引入保险机制，从饲养环
节的羊只保险到养殖户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再到销售
环节的红枣羊肉产品质量保险，实现红枣羊产业链的
保险全覆盖。

五好老干部党员 五好老干部

中 共 榆 林 市 委 组 织 部
中共榆林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党性修养好
思想作风好
群众威信好
党员作用好
服务社会好

政治素质好
社会威望好
顾全大局好
引老范老好
奉献社会好

折宝翠，女，1956年12月出生，
陕西米脂人，中共党员，米脂县妇联
退休干部。

姬乃举，男，1954年11月出生，
陕西米脂人，中共党员，米脂县米脂
中学退休教师。

李廷堂，男，1947年11月出生，
陕西米脂人，中共党员,米脂县卫生
局退休干部。

李佩荣，女，1941年3月出生，
陕西米脂人，中共党员，米脂县退休
教师。

见缝插针喻良策 酣畅淋漓道黄土

李廷堂同志在职工作40多年间，一直酷爱读书看报，坚持刻
苦学习，曾为本单位本部门、上级党委政府调查起草1000多份行
政材料，在全国各级报刊电台发表300多份新闻作品。退休10年
来，他一如既往、坚持学习、老有所为、笔耕不辍。退休以来，他十
年如一日，坚持每天早上阅读《陕西日报》《榆林日报》《金秋》《中
华诗词》《盘龙山》等报刊杂志，上下午时间或是读书或是写作，晚
上收看中省市县电视新闻，从不间断。2016年，党的95岁生日之
际，他应邀为退休干部第六党支部广大党员讲授党史，他幽默风
趣、娓娓道来的授课方式，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同时，他
也是县新闻协会、黄土文化学会、作家协会、诗词学会的会员。十
余年来，他在《米脂报》《榆林日报》《陕西日报》《米》《盘龙山》《银
州诗苑》等报刊杂志发表通讯、诗歌和文章50多篇。2012年经三
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 28 万字的《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一书；
2014年编撰出版了关于庙会文化共5万字的《关圣帝君灵验签》
一书；2016年编撰出版了关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
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在米脂县杨家沟开
展革命活动共5万字的《在杨家沟的日子里》一书，受到组织和读
者的充分肯定。李廷堂同志退休以来，始终高扬主旋律、发挥正
能量，为推动文化事业繁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成
绩和显著的贡献。

春雨家风滋润家园

执着杏坛、乐于奉献、硕果累累、桃李天下。李佩荣同志在米
脂县基础教育工作领域辛苦耕耘35载，先后被市县乡评为模范
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等。退休后，她的双儿双女均已
成家立业，且育有子女，为了让儿女们安心工作，李佩荣主动承担
起了孙辈的抚育工作。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在李佩荣的精心培养下，孙辈均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成
绩突出，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志的充分肯定。李佩荣这种重视家
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务实之举，得到邻里的广泛认同，
赞叹不已，称其家为“教育世家”“五好家庭”。在搞好家庭建设的
同时，李佩荣还积极融入社会，奉献余热，坚持锻炼身体，几十年
如一日，组织带领一群知心老友每天坚持打太极、练器械操、扭秧
歌、跳广场舞，并经常积极参加各种公益表演活动，多次获奖，为
大家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2015年4月，榆林永年杨氏协会
学员资质认定书称：“李佩荣女士，在榆林市永年协会的领导下，
不顾年老体弱，每日练拳，细心领悟，进步很快，舞德高尚，尊师爱
友，威望极高，备受拳友尊重。根据李佩荣女士的舞德和拳技水
平，会长认为，李佩荣女士可胜任助理教练员职务。”最是夕阳红，
家风传万家。

妇女之友 爱暖人心

退休后的折宝翠，继续保持共产党员优秀品质，坚定理想
信念，树立了党员的良好形象。她注重理论学习，更新思维模
式，每天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与党员干部、基层群众分享交
流，不断用新知识、新理论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她
时刻关心县上工作，通过不同的方式就城市卫生、食品监督检
查、关爱老年人等问题，向县上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意见建
议。折宝翠以智慧时时修正自己、以慈悲处处方便别人，退休
后仍时刻惦记贫困妇女及基层妇女干部，坚持每年看望慰问高
西沟村老妇女主任、社区老居委会主任，将党的关怀、温暖送给
她们。当得知印斗镇沙坪村妇女主任家里遭遇意外，生活困难
时，折宝翠一面鼓励她积极面对困难，一面为其在银行担保了
两万元贷款。贷款到期，妇女主任因种种原因无力归还银行贷
款时，折宝翠主动借给妇女主任两万元，帮助其渡过难关。她
退而不休，一心向善。每当看到贫困学生因贫困上不起学时，
她的心就很痛，也很急。为此，折宝翠先后出资4000元资助了
郭兴庄镇麻地沟村的一名贫困学生，帮助其圆了大学梦，完成
四年的大学学业，并常年与其保持联系，鼓励她好好学习，报效
祖国。折宝翠还经常积极参加县妇联组织的各类关爱留守儿
童活动，捐款捐物，深受群众好评和爱戴。

鬓角有霜心无霜 三尺讲台留芬芳

2016年度榆林市五好老干部（党员）先进事迹选编（二十三）

“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理应把自己的一切交
给党。从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刻起，我就决志今生：有心，只为
党的事业尽忠；有劲，只为祖国的建设尽力；有才，只为人民的
利益尽智。”这段话是姬乃举同志给自己在职工作的自画像。
参加工作以来，姬乃举同志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
丝不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蜚声米脂教坛，多次被市县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14年，姬乃举
同志光荣退休了，本应颐养天年的他，在学校的一再邀请下，
返聘回校继续在教学一线奋战，对此，他兴奋不已，作了一首
激情洋溢的小诗：“鬓角有霜心无霜，本应离岗未离岗，放声一
曲黄昏颂，敢教夕阳赛朝阳。”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的志向。
退休以来，姬乃举同志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临战
的姿态、跃进的步伐，横刀跃马在米中教学第一线，为学校的
发展、为党的教育事业不断添砖加瓦，受到了学校领导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对此，他作了一首小诗《我愿作一条小溪》：“我
愿作一条小溪，我愿用生命的全部，去浇灌未来的希望。虽然
在我经过的地方，已有不少的桃李含苞待放，可我还是不能停
下自己的脚步。我要绕过山梁，我要穿过山谷，流向更远更远
的前方，准备着去收获：更多更多的桃李芬芳！”表达了自己老
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的豪情。

“双十一”买得欢快，可到货未必
舒心，井喷的快递量导致了一系列问
题的呈现。国家邮政局预计今年“双
十一”快递包裹超过15亿件，消费者
能否摆脱“订货易、到手难”的麻烦？

在深圳市最大的城中村之一福田
村，快递让负责市政管理的黄月明很
伤脑筋，“双十一”带来的快件过多，村
里十几个不同快递网点的货物时常会
堆积到街道上。

“城中村本来甬道就窄，快递多了
连行人都不方便过路，更别提堵塞消
防通道带来的安全隐患了。”在一家中
通快递网点前，黄月明边指挥网点工
作人员清理堆积的快件边说。

虽然国家邮政局正在深入推进邮

件快件“不着地、不抛件、不摆地摊”治
理工作，但是快递遇到门房不代管、物
业不签收、无存放之地的集中送货点
时，仍然只能摆地摊，机关、高校、城中
村成为了重灾区。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
说，目前在社区、校区、办公区的最后
一道门配送90%存在临时性的快递
路边摊，这也是快递不能进社区、校
区、办公区的无奈选择，显示了社区智
能快递柜及快递自提点服务体系建设
不足。

对代收快递，小区物业处于一个
尴尬的位置。广州市西关老城区的一
个小区今年初张贴通知，不再代收代
管快递。这家小区约有600户业主，

过去物业负责签收登记快递，由于发
生过取错快递的追责事件，物业取消
了这项业务，“本来就是义务管理，没
收业主一分钱，结果还要承担赔偿责
任，惹得一身骚。”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对物业管理
快递业务的权责问题，法律上已经有
清晰的界定。深圳快递行业协会秘
书长郭小梅表示，这要看合约关系缔
结方，如果快递放在物业管理处因管
理不善丢件，物业公司是需要承担责
任的，否则责任在于快递员和其所属
公司。

另一方面“快递垃圾”也是社会关
注的焦点。据了解，京东、顺丰、申通
等各大品牌物流企业已经在投入大量

财力进行环保物流材料的研发，绿色、
环保、减量、可循环是未来的导向。目
前深圳80%的快递单已经由纸质面
单改为电子面单，此外还提出了“顺手
带”活动，号召市民在收到快递后，将
包装交还快递小哥，让快递企业循环
利用。

但是，在使用的终端，绿色快递
的效果尚未显现。黄月明最头疼的
是快递带来的垃圾处理问题，他说，
快递拆出来的大部分纸箱都会被废
品回收人员捡走回收再利用，但包装
用的塑料袋，却成为村里垃圾处理的
一个难点，而且随着快递量的增大，
愈发严重。

（新华社广州11月14日电）

十多亿件包裹，意味着接近人
手一件——这是我国物流产业设想
在一周左右时间内解决的“硬性考
核指标”。

早从几个月前开始，从高铁到便
利店，从快递小哥到社区大妈，各种渠
道都在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持续冲
刺。集中释放的网购需求不仅改变了
社会消费习惯，也极大推动着我国商
业零售基础能力的提升与嬗变。

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双十一”的
销售额仍有可能继续保持高歌猛进态
势，更大数量的包裹需要的是更智慧
的物流，我们正在迎来哪些走向现实
的“黑猜想”？

未来，机器人或成“双十一”物流
主角。菜鸟网络已在广东惠阳打造了
一处“超级”机器人旗舰仓，上百台机
器人单日发货可超百万件。

菜鸟网络技术专家透露，机器人
仓库是由机器人自己搭建起来的。只
需要一个完成基本电气设施建设的空
仓库，这些经过了深度学习的机器人

就可以自主完成智能仓库的搭建。而
海量商品的移动由菜鸟智慧大脑统一
调度，动态过程也不影响订单的操
作。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一个拣货员
一天只走两三千步，拣货数量却是原
来的三倍多。

不仅仅是仓储、分拣阶段，机器人
也开始进入物流的最尾端，京东的配
送机器人已经进入高校园区，无人轻
型货车也开始了路试。

而在偏远地区，未来派件可能需
要依靠可以飞的机器人无人机。

顺丰速运今年开始与深圳智航无
人机展开合作，在江西赣州进行物流
无人机试点，据智航无人机董事长助
理王晓亮透露，试点区域属于农村丘
陵地带，派送的目的地多为包裹数较
少的自然村。

按照计算，从网点到直线距离7.8
公里的村庄，由于公路蜿蜒路程达到
30公里，依靠固定翼无人机路程时间
为10分钟，而开车则需要2个小时的
时间。“无人机使用的是电能，成本更

低，相比汽油也更加环保。”
除了偏远乡村以外，海岛和高山、

高海拔地区也可以成为无人机物流运
输应用范围。就在今年初，智航无人
机搭载3公斤货物，跨海飞至直线距
离约12公里外的海岛降落，航程共
14.3公里。

在物流硬件快速迭代的基础上，
更先进的算法也在取代传统的物流规
划。京东物流已经上线全新的配送智
能路径优化系统。通过系统算法，可
以将配送员一个波次配送的全部商
品，按照时效、距离、客户收货习惯等
计算出时效最优的路径规划，指导配
送员按照顺序配送，提升配送效率。

京东物流还将有约20万个生鲜
冷链智能保温箱投入运营，消费者可
以随时查看在京东上所购自营生鲜商
品的运输位置以及温度反馈，实现全
流程可溯源。

算法赶不上变化，个性化配送服
务也可能是一大趋势。目前，顺丰已
经开始采用数字化物流服务，如果收

件人在顺丰推送的送货时间不方便收
件，可以更改派件信息，选择自取或者
其他时间派送，他人帮助收件等；如果
在开会不方便接听电话，还可以设置
小哥电话勿扰。

可以看到的是，在“双十一”等各
种购物狂欢的背后，越来越多的电商
和物流企业将目光放在智能硬件和人
工智能身上，精确、高效或将成为网络
购物理所应当的体验。

在深圳科技园，京东一名小哥站
在科技企业占据的楼宇之间问，如果
都用上黑科技了，那我们呢？

（新华社广州11月14日电）

外交部：

中方关注两伊边境强震
愿提供力所能及帮助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闫子敏）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关注伊拉克
和伊朗边境地区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消息，
愿根据有关国家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耿爽说，中方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
属和灾区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主席已就此分别
向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伊朗总统鲁哈尼发去慰问电。
李克强总理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发去了慰问电。

他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灾情进展，并同有关国家
保持联系，愿根据有关国家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据报道，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地区12日夜发生的强
烈地震已在伊朗震区造成至少445人死亡、逾7000人
受伤。伊拉克方面至少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

未来零售“黑猜想”
新华社记者王攀 毛思倩 黄浩苑

十五亿件包裹的归家路
新华社记者黄浩苑 毛思倩

“双十一”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