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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猎杀野生动物，涉嫌违
法；炫耀性展示“战利品”，这是向野生保
护动物宣战，也是向法律挑衅。类似情况
已非个例，身为人类为何保留最原始的野
蛮兽性，为何缺乏最起码的生命关怀？期
待真相早日浮出水面，依法严惩凶手！

@央视评论员：这两天由于世界互
联网大会的召开，乌镇一时硝烟弥漫。
尤其在闭幕论坛上，互联网风云人物们
彼此呛声，好不热闹。但在这些热闹声
中，似乎并未听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概
念。“华山论剑”我们更愿意看到更多创
新“亮剑”，而非舌头的“肉搏”。

@人民网：超生罚款封顶，政策转

向不再生硬。超生罚款是不得已的手
段，走向极端就是异化，毕竟生育是公
民基本权利。“超生二胎罚款不高于户
籍地 3 倍人均收入”的国务院新规，是
一个慢节奏的政策调整，符合人性化
要求和社会发展方向。不踩急刹车，
不在两个极端来回晃，对政府和民众
都是福音。

■ 饶思锐

只有强化常态化执法，巩固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的薄弱点、盲点，变集中严
打为时时严打、处处严打，才能让劣质
食品在农村没有市场，让违法违规者没
有生存的土壤

自今年9月1日在全省范围内集中
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食品市场“四打
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省共
计查扣劣质食品 153.4 吨，罚没款约 92
万元，查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案件 388 宗，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4 件。
（11月23日《海南日报》）

我省食安办与食药监、工商等多部门
联手进行的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以规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为目标，以保障
农村“舌尖安全”为己任，共查处案件388
宗，力度之大、成效之著可见一斑。然而，
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整治的成效越是明显，
也就越加暴露出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严
重性、紧迫性。

客观上，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劣质食
品生产、经营点存在“面大点散”的问题，
给基层执法制造了不便，加之长期以来，
我省基层执法力量较为薄弱，使得农村
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难度较大。再者，农
村消费者普遍对劣质食品防范意识较
弱、鉴别能力较差，对劣质食品的“廉价”
诱惑也缺乏足够的免疫力。此外，由于
城市对食品安全问题愈加重视，监管也
愈加严格，一些劣质食品的生产者和经
营者为了逃避监管，纷纷转移到农村地
区，使得原本就“漏风又漏雨”的农村食
品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虽然规范农村食品市场存在这些客
观上的不利因素，但这也不足以让农村成

为劣质食品的法外之地。农村成为劣质
食品“重灾区”，主要原因还是食品安全监
管的缺位，执法力度较弱。正是因为监管
上存在薄弱地带，才让劣质食品有机可
乘，在拓展农村食品市场上如入无人之
境。违法成本极低、收益明显，农村食品
市场自然成为劣质食品扎堆的“重灾区”。

要让农村食品市场的劣质食品无
处遁形，就需要监管部门在生产、流通、
销售、消费各个环节强化执法，加强监
管力度，创新监管手段，并严格追究监
管失察渎职的责任；同时，相关部门还
要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强化加强食品安
全宣传教育，只有这样，农村食品安全
才不会留有死角。

今年是“打击食品犯罪深化年”，我
省相关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清单
管理，靶向治理”，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体现出对农村食品市场监管的重视，有
力的打击和震慑了违法违规者。但我
们所取得的这些成效，与群众的期待之
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要看到劣质
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最为擅长“敌进
我退”的游击战术，这也对我们基层的
监管、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
有强化常态化执法，巩固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薄弱点、盲点，变集中严打为时
时严打、处处严打，才能让劣质食品在
农村没有市场，让违法违规者没有生存
的土壤。

勿让农村成劣质食品重灾区

中纪委网站消息显示，房地产领域是
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其中官商勾结、多占住
房和办公用房超标现象十分普遍。在
2013年以来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20
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腐败，占比高达
95%。此前查处的刘志军案、谷俊山案等
省部级（或以上）高官动辄有数百套的房产。

从房叔、房姐到刘志军、谷俊山再到
马超群，从高官名将到基层小吏，动辄被
查出拥有房产数十套、数百套，并不因官
阶高低、身份显赫与否而有所异。这些
腐败官员贪婪之野心，欲壑之难填，令人
震惊。官商勾结、权力勾兑所产生的房
地产“行业性腐败”问题，不仅扰乱市场

房价，更使得群众深感不公、颇有怨言，
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然而，“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随
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这些贪官
污吏纵使其“得广厦千万间”，其权力寻
租攫取的财富也只能霸一时，不能占一
世，终究是要“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
塌了”。然而，这也对我们在房地产领域
腐败事前预防、事后追查提出了新要
求。这正是：

贪得广厦千万间，“夙兴夜寐”寝难安。
难逃法网终落案，早知法办何必贪？

（文/锐言 图/吴之如）

湖南郴州一电厂直排煤灰使当地
丹霞地貌受损严重，新疆准噶尔盆地内
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将工业、生
活垃圾直接堆放在保护区内，河北滦平
县发现大量含有尾矿砂的污水流入附
近河流……近期，工业垃圾排放污染公
共土地的报道屡见不鲜。“公地”成“污
地”，敲响了环保警钟。只有进一步依
法明晰权责，加强监管，才能填补公地
污染治理的“空白”。

现实中有一些企业明目张胆向公共
土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不可承
受之重”。工业企业向农田、山体、湖泊排
放污水、固体污染物、废气，致使周边环境
受到损害、居民的健康受到影响，这一现
象的本质，是企业环境意识淡漠，为降低

成本而将污染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可
以说，这一行为几近公然窃取，其节省的
成本最终会分摊在每一个纳税人头上。

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还有
企业采取如此恶劣的污染行为，无非是
由于公共土地的管理权存在“真空地
带”。尽管在纸面上受法律保护，但是
由于缺少明确的责任主体，令公共土地
成为“唐僧肉”，受多方觊觎，沦为工业
污染的受害者。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便是权力过于集
中、缺乏细分，极大地限制了地方管理的
主动性。这导致一些企业进行污染，而
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形。即使地方有
权管理，也存在着农业、国土资源、水务
等部门“九龙治水”的权责问题，都负有
责任往往意味着都不负责任，这让一些
地方部门有了踢皮球、躲责任的空间。

破解公共用地污染管理“真空”，政
府土地管理权限应合理配置。国土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加快实施
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划定并严守生态
红线，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目前的公共
土地管理思路在可操作性上尚有欠缺，
对于违法者的惩治力度也有限，应依法
进行调整。同时，土地资源天然具有的
差异性，决定了不可能有一套可适应所
有情形的土地分区规划管理办法，这就
意味着监管权力的运行机制也需要因
地制宜、更加灵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梦重要内
容。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任何企业
和个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
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保护，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
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郑昕、谭畅）

决不能让“公地”成“污地”

■ 郑端端

一个月被投诉200多次、环保部点名批评，仍
然无法缓解深圳下坪垃圾场的恶臭问题。与垃圾
场博弈多年不见成果，日前，居民将垃圾场的主管
部门——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和深圳市城管局告上
法庭，申请公开垃圾场建设的环评报告，但相关负
责人回复称，垃圾场环评报告涉密，不宜公开。
（11月23日 新华网）

事实上，随着城市版图的扩张和生活垃圾的
爆发式增长，曾被授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示
范工程”的深圳下坪垃圾场已经“不堪重负”，曾经
的“模范”成了居民眼中的“罪犯”。据环保部发布
的9月重点环境案件处理情况显示，下坪垃圾场
每天约1600吨到1800吨渗滤液未经处理便排入
市政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对此，主管
部门虽多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予以罚款，但
仍不见好转，甚至有居民表示“半夜会被臭醒”。

众所周知，环评报告，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预见性评
定。《环保法》及环保部出台的相关文件都要求环评
报告书须全文公开。理应全文公开的环评报告为何
涉密？“脱密审查”为何迟迟没有结果？更令人诧异
的是，下坪垃圾场二期项目至今未通过深圳市人居
环境委的整体竣工环保验收，但却已经投入运行2
年。为何环保整体验收尚未通过就已投入运营？

在“公开诉求”的质疑中，深圳市人居委以“垃
圾场环评报告涉密”为由拒绝公开环评报告书，有
敷衍搪塞的嫌疑，且与深圳市城管局互“踢皮球”，
其中猫腻可谓欲盖弥彰，此举与“此处无银三百两”
如出一辙。这不仅反映出深圳市人居委的不作为、
乱作为，更在相互推诿中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概而言之，莫把“涉密”异化为“遮羞布”。对
于群众的质疑，相关部门理应主动作为，公开环评
报告书，用更为真诚的态度去平息民怨，用更加真
实的信息去回应质疑，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
权，同时，还要让群众看得懂、能监督。只有相关
部门以公众利益为先，不做相关企业护短遮羞的

“帮凶”，才能真正打消群众的质疑。
做到这些，还需政府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公开

的监督保障机制，加强工作考核、社会评议、责任
追究、举报调查处理等方面的工作，对有意不执行
公开制度和执行过于敷衍、拖沓、效率低下的政府
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应严肃问责，不断提升政府部
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为民服务的水平。

环评报告“涉密”
涉的是哪门子密

新华时评

微 评

一版延伸
关注槟榔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槟榔摇曳，茅舍掩映，恬淡安静的乡
村气息扑面而至。11月13日，来自湖
北的王婧在琼中旅游时，途经一处建在
槟榔林的几户人家，感叹道：“要是能在
这儿住上几晚就好！”

槟榔产业的开发不仅是槟榔果，
美丽的槟榔林、浓厚的槟榔文化、丰富
的槟榔习俗均能够转换成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槟榔农家乐初尝试

槟榔河旁有槟榔林，槟榔林下有船
型屋，坐在船型屋内，享受着槟榔花煲猪
肚。三亚槟榔河旅游景区“梦里黎乡”农
家乐的槟榔花煲猪肚已经远近闻名，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三亚槟榔河片区，分布着15个纯黎
族自然村，槟榔是该地的主要象征，也是
主要的经济来源。2010年，农家乐采取
公司与农户合作的模式，建成了具有黎
族和槟榔特色的农业休闲景区。

省农业厅企发处处长陈良介绍，槟
榔是海南特色农产品，槟榔花煲猪肚则
是海南的独特美食、药食同源，如今在万
宁、三亚、保亭等市县初步开始尝试开发
槟榔产品的农家乐，效益颇好。

槟榔文化习俗待开发

其实，槟榔不只是一种南药或食品，
还有不少风俗习惯与它相关。

史料记载，槟字从宾，榔字从郎，言
女宾于郎之义也。所以槟榔经常运用于
婚礼。海南休闲农业联盟秘书长刘卫国
说，休闲农业是将文化、旅游等元素赋予
传统农业，实现农业转型升级。槟榔不
仅可以开发许多旅游商品，还有深厚的
文化，特别是可以在景区“复活”的习俗，
都非常切合旅游需要的娱乐购元素，开
发前景看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博士后、海南
省规划院副处长夏勇开建议，可以结合
槟榔农耕、槟榔采摘、黎族文化等，开发
集观光休闲、科普教育、农耕体验、创意
产品为一体的休闲农业景区。

专家表示，每年有3000多万游客到
海南来，通过槟榔主题的休闲农业，可以
增加他们的认识，反过来促进槟榔产业
经济的发展。（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我省有美丽的槟榔林，浓厚的槟榔文化，丰富的槟榔习俗——

嬉戏槟榔林 举头识佳果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中国槟榔产业产值一共400亿元，
而海南仅占100亿元，这与海南槟榔产
量占全国 95%以上的比例极为不协
调。连续数天的采访，记者感受到了海
南各界对槟榔产业发展的急切愿望，也
感受到了海南槟榔远未被充分挖掘，未
来发展任重道远。

纵观一个产业的产业链条，产值
和利润主要集中在加工和销售环节，
而海南在槟榔产业链中仅仅占据原料
和初加工，在深加工方面我们还需要
下深功夫。

海南联合槟榔产业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助理陈胜庭认为，一方面可以扶持
本土企业从事深加工，另一方面，随着
南方市场的开拓和原料的紧缺，深加工
企业向海南聚集也将成为趋势，海南可
以做好承接的工作。

产业链不仅要“长”，还要“粗”。同
样，一个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横看，视野
不仅局限于农产品本身，还要从历史文
化习俗上下功夫。

利用槟榔文化习俗发展休闲农业
前景可观。一方面，海南旅游业亟须更
多具有海南特色旅游产品；槟榔作为海
南特色农产品，并且其文化深厚而影响

广。其实，在古代，不仅海南、湖南，在
全国多数大都市，均有有关槟榔的习
俗。在《红楼梦》第64回就写有贾琏因
槟榔荷包忘带了，向二姐儿讨要槟榔的
对话。

此外，目前海南槟榔主要作为嗜好
品，其药用价值、保健价值和食品价值
并未充分挖掘出来。如今，槟榔糖果、
槟榔酒、槟榔茶、槟榔化妆品等研发工
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未来如何实现商
业化发展，一方面获得更好的发展环
境，另一方面开拓市场，仍需要进一步
努力。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槟榔价值远未挖深挖透记者手记

一个，两个，三个……11月21日下
午，在海南口味王科技有限公司的包装
车间，丁三妹正手脚麻利地对槟榔的包
装进行封装。

吸引丁三妹们过来的，最主要是收
入。她的工友符春柳说，自己原先从事
其他工作每月只有1000多元收入，来
这边达到过5000元以上。丁三妹的家
就在离园区不远的盟村，2012年以前，
她家和别家合股做槟榔粗加工，共有
36个土灶。去年，她们把土灶换成环
保的蒸汽炉，共有60个。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还跑来工厂打工？“我上个月拿了
3700元，比在粗加工厂做挑选工作得的
3000 元还要高。”她的生活满足而快
乐。但重要并不只有这一点。她介绍：

“如果回去做的话，每年只有四五个月长
的工作季，就是在槟榔成熟上市这段时
间。但在这里，我们淡季也有活儿做。

厂方介绍，公司吸引的员工已达
2400多人，他们中多数原为农民，如今
都与丁三妹一样，靠着槟榔产业的延伸
化身工人，获得了比原来更稳定，也更多
的收入。（苏庆明 陈循静 黄良策 曾觉）

丁三妹的喜悦

◀上接A01版
经过煮籽、发籽、烤籽、选籽、切籽、去芯、入香等程
序，进行真空包装，再送往销售市场。

如今，本土槟榔加工企业也开始兴起。2012
年海南恒泰食品有限公司在定安投产，建成从初
加工到深加工一体的加工企业。万宁雅利农民专
业合作社也在初加工厂的基础上，建设深加工厂，
预计明年投产。

许启泰2008年在海南参加一项国家新药评
审时，邂逅了槟榔，并正式组织团队研究。经过数
年的努力，终于成功研发了槟榔糖果、槟榔饮料、
槟榔化妆品、槟榔纤维枕头等一系列产品，并于
2012年成立了公司，将科研成果进行转化。

据介绍，目前我省有槟榔深加工企业近10
家，深加工产品也从无到有，从有到多。

槟榔加工拓宽就业路

王康霞，定安龙河镇龙介村村民，今年在龙河
镇富雄合作社槟榔加工厂从事槟榔分拣工作。一
颗颗槟榔，经过她的手，分流进入两个篮子中。

“今年8月，加工厂开工，和村里的姐妹们一
起来的，工资计件，一个月平均能赚4000元。”王
康霞说，“这比在家务农要强得多，而且不用晒太
阳，工作也不是很累。”

槟榔从采摘到初加工（烘干）再到深加工（制
造成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我省
槟榔业逐步产业化，不仅深加工企业纷纷进入，过
去几块砖垒个炉灶就成小作坊的初加工，也逐渐
向生产线、规模化发展，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日加工10万斤槟榔鲜果
的初加工厂就能解决60人就业，日加工1.5万斤
槟榔干果的深加工厂能解决3000人就业。据此
估算，全省槟榔初加工和深加工企业至少解决了
1.5万人就业，为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近3亿元。

价值有待充分开发

“我们成功研发提取出槟榔营养成份的速溶
粉，可作为口香糖、袋泡茶，以及精神抑郁、抗老年
痴呆药物的主要原料……”11月初，海南在武汉农
博会举办的推介会上，海南海味榔食品加工专业
合作社总经理王词忠说，目前，海南槟榔的价值远
未开发出来，产品加工的技术落后，产品的利用价
值较低，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开发更多的槟榔产品。

作为四大南药之首的槟榔，其药用价值还没
有充分开发出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资所副
所长、研究员王祝年表示，槟榔在驱虫、保护胃肠
上有很好的疗效，不少成分具有降血压治老年痴
呆等作用，但是走向市场的药品却很少。

许启泰说，槟榔保健食品、槟榔化妆品、槟榔
饮料等，也刚刚完成研发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未
来发展需要产学研携手共进。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海南槟榔越来越耐嚼

农民心声

槟榔生产流水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杨琼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