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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古往今来，文艺佳作
无不是静下心来创作的。静下心来，远
离尘嚣，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甚至是

“十年磨一剑”。如果只图多接几个活
儿，天天惦记着一夜暴富，或者老想上

镜头、拉粉丝，就不可能静心、潜心；如
果忙于争名逐利、游走官场，用文艺去
当权钱的敲门砖，就不会创作出有境界
有格调有品位的佳作。

@中国青年报：设立“协调机构”的
终极目的，是为减少层级、协同作战、提
高效率。然而，当它的设立成为应对临
时性任务、突发性事件的“万能钥匙”时，

当它成为突显“领导重视”的“样板戏”
时；当“协调机构”越设越多，以至于领导
都不知道他们“挂帅”了多少“协调机构”
时，“协调机构”也就严重走样了。最常
见的两种情形是，它成了“纸上机构”，只
知道干开会发文的事；“协调机构”成了

“空壳机构”，长期“沉睡不醒”，领导换了
一届又一届也不终结其使命。

■ 王石川

一张毕福剑为潘晓婷题字的照片在
微博疯传并引发网友吐槽。照片中，毕
福剑用繁体字为潘晓婷写下“九球天后”
四个字，不过“九”和“后”的繁体却用错
了。（《武汉晨报》10月23日）

四个字错了两个，确实糗大了。但是，
像老毕一样题错字的名人似乎不少，舒乙
为“文心雕龙杯”全国新课标写作才艺大赛
所题字中，“戌子年”应为“戊子年”；铁凝为

《美文》杂志写的贺词中，“风华正茂”的
“茂”字下半身，写成了“戍”……

谁没有写过错别字？写错别字有两
种可能，一是笔误；二是文字基本功差，或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丢丑没什么，写了错

字也不是天大的事，解释解释或者给个
说法就是了。遗憾的是，尽管名人写错
字成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甚至有演
化为公共事件的趋势，当事人并没有回
应。而在之前，还有当事人不回应却有
人笨拙辩解的情况，以铁凝的错字为例，

《美文》杂志编辑辩称：“是不是错别字，
我们不觉得，没有看出来，也许是印刷问
题。”主编贾平凹则称：“在书法中，多一
笔少一笔很正常，这不能算错别字。”

这话貌似有理。古代的书法名家也
写过错别字，由于汉字结构多而乱，特别
设计不同的字体，在转换过程中多一横、
少一点，并不少见。但也不能随意增减，
有业内人士认为，隶书增减笔画不能乱
来，草书可节省笔画为的是快捷，楷书尤
其不能乱增减，如果像写草书那样写楷
书就是错别字。

书法家王根权在其专著《书法通识

教程》一书中，按“点画基本功”、“结字造
型”、“布局谋篇”和“达情表意”四项，将
书法作品分为“未入门”、“入门”、“能
品”、“妙品”和“神品”五个档次。以此判
断，有些名人的书法未入门吧？可是，名
人书法却十分走俏，甚至价值不菲。为
何？名人效应！这无可厚非，名人的字
不值钱，值钱的是其名，通过名气变现获
得收入，原本正常。

问题是，既然卖钱或者公开秀，不应
该写错别字吧？一些艺人的文化水平不
是太高，历史积淀不是太厚，还是不要现
眼了。即便真想赚钱，也应该先补充一些
基本的历史文化常识。不具备深厚的文
化基本功，或者不弄清文字的源流递变，
通假繁简，甚至不会常用的汉赋唐诗宋词
元曲，不懂得起承转合，平仄对仗，一提笔
就可能错，露一手就是献一丑。那些热爱
写字卖钱和作秀的名人，不可不记。

从名人的错别字说起

■ 郑彤

把绿橙变成摇钱树，让株株绿橙
“橙咬金”。不仅需要在科技到树、营销
到林上，帮农户规避“盐碱地”，还需在
农业保险、品牌辨真等方面，为绿橙筑
起“防风林”。

又到了琼中绿橙上市的季节。据
海南媒体报道，连日来，不仅每天有来
自武汉、广州、北京、上海以及本省客商
前往包园采摘绿橙，网络订单也达到井
喷状态。同时，当地还推出了3条采摘
旅游线路，吸引更多岛内外游客前往选
购，提升“琼中绿橙”和“奔格内”乡村旅
游品牌。

青橙拂户牖，白水流园池。琼中绿
橙继续走俏，虽与今年当地光照足、雨
水少的自然条件有关，提前上市了半个
月，但从市场话语权的提升、农业产业
化的推进角度来看，琼中绿橙生产管理
的自律、营销方式的自控、品牌建设的

自信，都离不开“市场之手挑大梁、政府
之手不越位”的合力。

以营销渠道的“互联网深耕”为
例。自去年起，琼中就积极为绿橙种植
户“搭网线”，与省农业厅在淘宝网合作
推出“海南厨房聚划算”活动，开启线上
营销新模式，3天卖出10万斤绿橙。今
年，不仅绿橙网店有所增加，在淘宝网

“中国农产品争霸赛”的品牌榜上，琼中
绿橙也名次靠前，不仅吸引了诸多老客
户回头，新买家也纷纷下单。

把绿橙变成摇钱树，让株株绿橙“橙
咬金”。琼中绿橙的丰收，离不开琼中干
群在品种改良、技术推广等田间管理上

的齐心协力，也离不开品牌建设、平台搭
建等市场营销中的“与时俱进”。这些，
在生产环节，变随意型的种植规范化，经
验型的农户科学化、营造出了绿橙的产
品核心竞争力；在流通环节，变单打式的
销售为抱团化、随行情渠道的信息化，巩
固着绿橙的知名品牌影响力，并在重视
品种、重视品牌的互进，渠道建设、平台
建设的互促中，实现了“政府能力、橙农
收益、市场赞誉”的多赢。

但在赏绿品橙的同时，仍需看到，
农林生产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不仅易受
台风、暴雨、病虫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如近日部分农户的绿橙所患的黄龙病；

也容易受到扎堆上市、假冒品牌等市场
因素的干扰，像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李
鬼绿橙”事件。有些可防，有些难测。

业不兴心不甘，民不富心不安。如
何在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进一步加强
预研预判，加大打假力度，不仅需要“政
府之手”善于规划幸福蓝图回应橙农的
呼声期待，并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
来解决琼中绿橙在产销过程中面临的
烦心事，还需要其积极牵手“市场之手”
打通“最后一公里”，在科技到树、营销
到林上，帮农户规避“盐碱地”，在农业
保险、品牌辨真等方面，为绿橙筑起“防
风林”。

为琼中绿橙筑起产销“防风林”

来 论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部分地方政
府采购办公用品过程中，有79.86%的
商品高于市场价格。其中，最极端的一
个例子是，一台普通的台式电脑，政府
采购价达到惊人的9万多元，而市场价
不过才2000多元，相差30多倍。价格
虚高现象不仅违背了引入招投标和协
议供货制度的初衷，更严重损害了纳税
人的权益。

尽管说，政府采购工作在这些年来
已日益公开透明，并在制度上、机制上、
程序上日益规范。但不时爆出的“天
价”个案、“关系”个案，仍提醒我们，依
法采购、依法行政任重道远。在一些地

方，一些采购人员仍然抱着“天高皇帝
远”、“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理，或“网
漏吞舟之鱼”的侥幸心态，把政策当橡
皮泥，行狗苟蝇营之事，把法规当耳旁
风，出贪墨枉法之举，甚至抱成团、打成
窝，形成了利益黑链，让事前、事中和事
后的全面监控成为了一句空话。既扰
乱了正常了采购秩序、影响了政府部门
的形象，也吞噬着民脂民膏、践踏着法
令律条。这正是：

牛栏关猫难关住，苍蝇采购须严拍。
天价个案惊公众，谁在名利裙下栽。
反腐没有法外地，脚下之路莫走歪。

（文/乐南 图/美堂）

澳大利亚已同意协助中方的追逃追赃行动，
没收逃逸贪官资产的行动将在几周内展开。澳方
此举，值得国人点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空前力度打击腐败，
“打老虎”没有上限，“打苍蝇”也没有下限。官员
只要查出贪污腐败行为，必遭严厉处置。中国这
种长效、持续的反腐，不仅受到世界关注，也赢得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和支持。

强势反腐令国内一些贪官惶惶不可终日。有
许多贪官早早为自己和家人安排了后路——儿
女留学，配偶移民，自己“裸”在国内，一有风吹草
动，立即卷款离境。贪官们“心仪”的目的地往往
是那些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如澳大利亚
等国。这些人自以为没有引渡协议，他们就能逍
遥法外。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打击贪腐是国
际共识。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不能任由他国贪
官滥用本国移民或金融政策，不能让旨在吸引人
才和资金的移民政策变成他国贪官外逃的“快速
通道”，也不能让本国银行系统成为他国贪官的
保险箱。

澳大利亚政府2012年推出“重大投资者”签
证，投资500万澳元到指定领域，即可在4年内拿
到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两年时间里，有1000多
人提出申请。然而，迄今申请获准者只有 286
人。澳媒体报道说，证实财富来源合法性难度大，
是审批速度缓慢的重要原因。

按照澳大利亚法律法规，拥有大额资金必须
说明来源，否则可动用税务手段征税或罚款。此
外，虽然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中澳均为《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据澳媒体报道，对于违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人员，澳方可以考虑相关
引渡请求。

如今，中澳政府和警方携手合作，深挖一些隐
匿在澳多年的“巨贪”。此举不但为在逃贪官敲响
丧钟，也为境内一些蠢蠢欲动的贪官敲响警钟。

一位澳大利亚网民在网上跟帖说，赞成澳大
利亚政府对中国提供帮助，因为贪腐行为必定会
在中国留下许多受害者。

事实证明，腐败行为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
会遭到唾弃，贪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对于这些败类，各国应该精诚合作，让
正义得以伸张，让贪官无处遁形。 （徐海静）

中外联手
让贪官无处遁形

主编：黄晶美编：张昕专题

借助“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琼中
行”招商推介活动平台，琼中向岛内外企业推介
86个招商项目。招商项目6成以上是生态旅游、
涉农、旧城改造项目，充分体现了“坚持保护与开
发并举，决不能为了一时经济指标而破坏了生态”
的开发理念，旨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琼中，为海南

“绿钻”的闪耀注入新的活力。
这些项目中，旅游项目35个，农业项目18

个，工业项目13个，城乡建设7个，医疗项目6个，
文化项目3个，物流项目1个，教育项目1个，体育
项目1个，航空项目1个。86个项目都可灵活采
用合资、独资、合作等各种项目合作方式。

以主城区为中心，启动新城区建设，加强旧城
区改造，主要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商业中心、
集贸市场、棚户区改造、黎苗风情街、水系景观等
项目。

以琼中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琼中湾岭综合物
流园、琼中生态科技产业园为根基，统筹打造海南中
部绿色产业园，主要涵盖农业产业化、农副产品加
工、农业科研、培育繁殖、绿色工业、中部物流等项
目，侧重引进农林牧副渔产业具有“补链、延链、创
链”效益的项目，把琼中县桑蚕、绿橙、南药、养鹅、蜂
蜜、养鸡、灵芝、铁皮石斛等特色产业进行优化升级。

以中线高速、海榆中线为依托，打造区位绿色
产业，重点引进一批旅游、教育、卫生、总部经济、
产学研一体的“孵化器”等配套产品多、带动力强、
辐射面广，低能耗、污染小、附加值高的龙头企业，
实现产业集聚发展。

打造百花岭风景名胜区、上安仕阶温泉旅游
度假区、红岭水库环湖旅游度假区、长兴飞水岭热
带雨林度假区、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鹦哥岭森林
旅游区、红毛什运红色文化旅游区、乘坡河谷生态
旅游区等八个重点开发的生态旅游度假区，依托
琼中雨林探秘、田园风光、黎苗风情、村落民俗、休
闲农业、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重点打造“森林探
险、养生康体、黎苗文化、红色体验”为主题的旅游
线路，全面打响“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

（小文）

琼中向岛内外企业
推介86个招商项目

在岛内外一些企业家眼中，琼中是
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商机有待发掘；
从琼中的发展实际看，琼中呼唤更多企
业的垂青与进驻，从而实现更好地发
展。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省工商联
（总商会），近日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政府共同推出“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
发展——琼中行”招商推介活动。借助
此次活动，不少企业家与琼中有了一次

“亲密接触”，并成功达成一批合作意
向，开出一朵朵“携手合作、谋求共赢”
之花。

“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
琼中行”招商推介活动，是省工商联（总
商会）“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系
列招商推介活动的首站活动。“省工商
联计划每年与海南一个市县政府联合
举办‘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招
商推介活动，将该活动打造成面向民营
企业的招商活动品牌。”省工商联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为民企与县域经济“牵线”

2012年，省工商联（总商会）在海口
举办“2012中国优秀民企海南招商项目
推介会”，国内众多知名民企纷纷来琼
寻找商机。招商项目推介会取得了丰
硕成果，一批知名民企加深了对海南的
了解，并与海南相关单位达成不少合作
意向。

在总结“2012中国优秀民企海南招
商项目推介会”等活动的基础上，为响
应省委省政府“项目建设年”的号召，充
分发挥省工商联的桥梁纽带作用，引导
更多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海南开发建
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
间，同时助推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省工
商联（总商会）计划每年与一个市县政
府联合举办“民营企业助推海南县域经
济发展”系列招商推介活动。

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是“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系列

招商推介活动的第一年，琼中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琼中丰
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让省工
商联将首站活动确定在琼中，力争推
动、巩固和新招一批项目，进一步推进
海南省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实践基
地的建设。

10月21日，“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
济发展”招商推介会在琼中举行，由省
工商联（总商会）组织的省内外100多家
民营企业参会，会议现场推介了琼中86
个招商项目。10月22日，与会嘉宾对
琼中重点产业和项目进行了考察，一部
分参会嘉宾考察了琼中乡村旅游和生
态农庄，另一部分嘉宾考察了湾岭农副
产品加工园区和物流园区，另外对琼中
其他项目感兴趣的省内外客商还分别
进行了项目对接考察活动。

国内民企相中琼中商机

此次与会的民营企业家来自甘肃、
广东、河北、湖北、广西、福建、河南、贵
州、天津、澳门以及海南等地，其中不乏
一些国内知名民企。不少企业家非常
看好琼中的发展前景，准备参与一些项
目建设。

今年年初，经省工商联牵线，广东
好威集团曾来琼中参加慈善捐赠活
动。“那次是我第一次到琼中，当时便发
现琼中有商机。”广东好威集团总裁陈
牧天说，这次来参加招商推介会更是收
获不小。

“有资源的地方必然有商机，琼中
的商机非常多。”陈牧天高兴地告诉记
者，这次招商推介会推出的不少项目均

很有市场前景，企业家们借助推介会这
一平台收获了不少商机。据介绍，该公
司将赴琼中多个项目考察，有意参与琼
中旅游、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项目建
设。

国内知名民营企业家李宏，早在
1988年便来海南从商。已离开海南多
年的李宏，此次来琼颇有感触。“海南的
生态环境依旧非常好。”李宏感慨道，海
南中部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休闲旅游，未来中部必然成为
旅游热点。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益智，通过参加招商推介会和考察
活动等，更增添了投资琼中的兴趣。“以
往琼中交通不够便利，随着中线高速公
路的建设，琼中对于投资者而言更有吸
引力。”陈益智表示，琼中资源非常丰

富，有意在琼中开展中草药种植、设立
药厂分厂等。

签订一批合作协议

在此次“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
展——琼中行”招商推介活动上，来自
河北、四川、贵州、海南等地的岛内外企
业与琼中分别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开展
10大项目建设，签约总金额达370亿
元，其中主要为旅游项目。

这 10 个项目包括中青旅置业有
限公司的红岭环湖旅游区暨琼中热带
风情文化旅游小镇项目、东方集团的
长安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成都麦田
园林公司的东五指山热带雨林国际生
态旅游度假区项目和营根河南段河道
治理开发项目、河北安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鹦哥岭森林旅游区项目、
海南海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营
根洋旧城改造项目、海南中民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琼中绿色农业发展项
目，以及观音山乡村旅游航空科普研
学基地项目、吊罗山乡开发贵妃鹅
庄-富美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国泰
花园酒店及配套项目。

省工商联副主席、海南海商联合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洪卢谈及营
根洋旧城改造项目的签约表示，近年
来，省工商联（总商会）本着“融入式开
发、抱团式发展、多赢式目标”的光彩扶
贫开发理念，积极引导海南省民营企业
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由省工商联6位副
主席、副会长单位组成的海商联合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将本着义利兼顾等原则，
进行营根洋旧城改造项目的建设。

琼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琼中将牢固树立“重商亲商、安商稳商、
扶商富商”的服务理念，出台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开
通招商绿色通道，推行“一站式”招商服
务，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完善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企业创造优质的投
资发展环境。 （小文）

省工商联（总商会）策划推出民企琼中行招商推介活动，成功促成一批合作意向的达成

“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
首站活动闪耀琼中

“民企助推海南县域经济发展——琼中行”招商推介会现场

前来参加招商推介会的省内外企业在琼中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