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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能 特约记者 高智

玉米遍布田野，瓜果缀满枝头。位
于环岛高速公路八所出口附近的东方
市小岭村，农民勤劳朴实，在一批种植
大户的带动下村里发展起规模种植。
然而由于种植技术有限和其他因素，无
法有效抵御市场风险。近段时间，小岭
村便和东方市许多地区一同发生了颇
受外界关注的玉米滞销事件，种植户蒙
受巨大损失。

同样在小岭村，小岭农民专业合作
社却成功避免了玉米滞销的危机。他们
依靠科技力量，不断尝试新品种，利用新
设备和新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和订单农
业，迈向高抗风险性新型农业。

技术普及：
规模化种植

使人均年收入过万元
小岭村农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小

农经济”到高效农业的转变，而在这一
转变中，种植大户带动种植技术的普及
至关重要。

“以前小岭村的经济就是人们常说
的小农经济。”小岭村党支部书记汤发
有回忆过去的情景如是说。1990年代
初期，村民们成天忙碌于口粮生产，主
要种植水稻、地瓜等普通作物，收获的
农产品自给自足。

变化随后发生，村里开始出现一批
有想法、有干劲的种植大户，村民们农
闲时便去为这些种植大户打工。小岭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汤天贵就是
种植大户的典型代表。

“我以前种西瓜的时候，晚上是睡
在瓜地里的，经常半夜起来，拿着手电
筒查看瓜蔓长势。”汤天贵1990年代初
开始创业，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是常
年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掌握了农业种
植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9年，
他获得省农业厅“海南十大科技致富能
人”表彰。

他的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2008年
成立，吸引大量村民来打工。汤天贵
说，当时，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300人来

合作社打工。
“大家运用规模种植的技术，很快地

里的农作物品种变得越来越丰富。”汤发
有说，跟种植大户们打工的过程中，农户
学到了技术，学到了管理方法，不再满足
于种植水稻收获口粮，而是开始种植香
蕉、玉米、圣女果、瓜菜等。近年来，全村
95%以上的人都在发展规模农业，大户
有承包上千亩的，小户也能种上十几二
十亩，不少人出村包地种植。

记者从八所镇镇政府获悉，小岭村
农业用地共有2.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6万亩。目前，村民收入主要以种植玉
米、香蕉、南瓜、花生、瓜菜等为主，运
输、外出务工等为辅。2014年，农民人
均收入1.05万元。

品种风险：
技术含量低

跟风种植导致亏损
“种了这么多年玉米都赚钱，今年却

亏大了。”日前，面对记者，小岭村玉米种
植户张荣才吐着苦水。他的身后，齐人
高的玉米一株并一株，铺成青绿的一片。

张荣才去年种植玉米500多亩，由
于行情好，收益相当可观，今年他扩大
规模，种植700多亩，然而不曾想，今年
玉米价格低迷，遭遇“滑铁卢”。这并非
个案，东方市目前仍有6万亩甜玉米处
于滞销状态，玉米的收购价格为每斤0.3
元-0.6元。但是甜玉米的种植成本在
每斤1元左右，所以今年玉米种植户们
普遍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由于这个冬天天气暖，原来相隔
10天上市的玉米今年却同时上市了。”
说起今年的遭遇，包括张荣才在内的许
多种植户直摇头。今年内地玉米和海
南玉米上市时间撞车，市场供大于求，
价格暴跌。

天气只是偶然因素，而玉米滞销却
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据东方市农业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地连续4年来玉
米的收购价格一直处于高位，甚至达到
每斤2.6元左右，利润约有每斤1.6元，
种植大户动辄收益数十万元。因此，几
年来，东方市玉米种植面积愈发扩大。
今年，东方市两期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
了30万亩，比去年增加10万亩。而且
玉米种植户对市场信息所知甚少，多数

人都是盲目跟风。这些无疑为玉米滞
销埋下定时炸弹。

“相对于很多品种，玉米很好种，就
拿圣女果来说，技术含量都不容小看。”
汤发有说，村里玉米种植面积越发扩
大，除了近年来玉米行情好，还因为农
民种植技术有限，倾向于种植玉米这样
好管理的品种。

东方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也坦言，
玉米滞销是农民不掌握市场信息所致，
更是因为种植技术有限，种植品种普遍
科技含量低，一旦某一品种行情好，大
批农户就蜂拥而至，造成鸡蛋放进同一
个篮子的风险。

科技助农：
新型农业不再
“靠天吃饭”

在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红掌种
植基地里，记者透过温室玻璃看到，花
田里，红色、粉色、绿色、黄色、蓝色各种
颜色的红掌开得正好。

近几年，当村民们还在大量种植玉
米、普通瓜菜等传统高效农业作物时，

小岭村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边继续发展
这些品种，一边则开始种植花卉等技术
含量高的新品种，并发展设施农业和订
单农业。

这是汤天贵以前没有涉足的领域，
为此，他请来帮手，充分利用科技力量。

“红掌可以连续开七年到八年，所
以主要的投资在第一年。”红掌基地里，
2013年被请到合作社发展花卉产业的
技术员范擎天介绍，包括种苗、设备等，
第一年红掌投资每亩将近50万元。

据介绍，温室内都安装了探头，室
外也有小型气象站。这样，所有室内室
外的光照强度、湿度、温度等数据都传
递到国内先进的温室自动控制系统，施
肥、浇水、温度控制，只要设置好，全部
都是自动化完成。

“我们的冷库除了自用，还对外开
放，几乎全年都用，使用率比较高。”合作
社冷库管理负责人詹才文告诉记者。在
合作社1号基地冷库的1号分区，记者看
到女工们正在对红掌进行打包。据了
解，根据品种不同，各分区设置不同温
度，一经设置，冷库就能自动化运作。

据了解，该合作社现拥有生产基地
2个，面积约1130亩，基地设施农业用
地达467亩，其中，高标准现代连栋温室
大棚60亩，简易钢柱网棚417亩，加工
冷库2间，库容2360吨。并拥有温室控
制自动系统和纯净水制造自动设备等
先进设备。

目前，合作社已实现产前有销售订
单提供保障，产中有质量保证体系加以
约束，产后按统一标准分级包装，运输
有大型冷藏车控温，形成了“订单—生
产—包装—入库—运输—出售”一整套
科学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产销率
基本达到100%。2014年，合作社产值
达2263万元，社员近300人，人均获利
近4万元。

汤天贵感慨道，今年小岭村玉米大
量滞销时，该合作社因为实现种植品种
多样化，发展设施农业和订单农业，受
到的冲击却微乎其微。这正是科技的
帮助加强了抗风险性，让他们“饭碗捧
得更牢”，增收更有保障。

（本报八所4月16日电）

东方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和订单农业，提高抗风险性

科技让农民端上“金饭碗”
■ 本报记者 黄能

在小岭村采访时，记者注意到这个村的农业
发展经历两次升级，一次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发展到规模种植，实现农业商品化，这次升级
已经完成。另一次是从低水平的规模种植发展
到高抗风险性的新型农业，这个过程似乎刚刚起
步，目前只在该村的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表现得
比较明显。

在这两次升级中，科技无疑都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第一次升级的过程中，由于一批种
植大户的带动，小岭村的村民们纷纷掌握了规模
农业的种植技术，并面向市场选择种植品种，农业
商品化得到发展，从而摆脱过去生产口粮、自给自
足的状态。

眼下，在小岭村，当地农民正在为大量玉米滞
销而发愁。滞销原因是今年天气回暖快，本地玉
米跟大陆玉米同时上市，发生“撞车”，市场供大于
求。另外，农民并不掌握市场信息，盲目跟风，大
量种植。今年，东方市两期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
了30万亩，比去年增加10万亩。

小岭村玉米大量滞销似乎具有不可避免性。
该村农业完成第一次升级后，依然是低水平的规
模种植农业，农户的种植技术依然水平较低，科技
含量普遍不高，这直接导致农民们种植的品种有
限，而一旦其中某个品种行情好，由于技术门槛
低，农民们蜂拥种植，结果往往造成市场供大于
求，农民损失惨重。

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却令人眼前一
亮，这个由当地普通农民发展起来的合作社目前
生产总值已突破2000多万元，在这次“玉米危机”
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正是依靠科技，不断
发展新品种，发展设施农业和订单农业，从而增加
了农业抗风险性。

小岭村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省农业发展
的科技水平依然普遍不高，因为天气变化、自然
灾害等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农产品绝收、滞销，
农民蒙受巨大损失，这样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

农业风险主要表现在自然风险、市场风险、
安全风险三个方面。“农业就是靠天吃饭。”今天，
人们依然经常说这一句话。

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防范农业风险的关键
在于发展现代新型农业，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提高农业内在品质，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
农民组织化程度，方能增强农业抵御各种风险的
能力，也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增收。

（本报八所4月16日电）

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亟须向新型农业转型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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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实

本报日前报道，我省财政厅等12个
成员单位组成省级领导小组，将用半年
左右的时间对涉农资金开展专项整治。

这几年来，各地对三农工作的重视
程度和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涉农资金的
领域越来越广、项目越来越多、金额越来
越大，让不少农民尝到了甜头，起到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与此同时，涉农资金监
督管理的相关制度措施却没有随之跟

上，给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一些人动
起歪脑筋、打起歪主意，把涉农资金当作
又香又肥的“唐僧肉”，干起诸如贪污侵
占、截留挪用、冒领套领、私分滥发和重
复领取等勾当。于是，强农惠农摇身一
变，成了肥私利己。

在去年我省审计部门组织的“涉农
四项资金绩效审计”中，大部分市县被查
出存在问题，问题资金超5亿元，占审计
资金总额的两成以上，移送的案件线索
达32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达111人
次。涉及范围之广、金额之大，可谓触目
惊心。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
农民的切身利益，让大量涉农资金打了
水漂，还败坏了党风政风民风，给党和政
府的形象抹了黑。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有

效制止和纠正。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涉农资金专

项整治，出重拳，打硕鼠，就显得非常及
时和必要。在接下来的整治中，要多措
并举，积极发挥不同部门的专业优势，打
好配合战，用好组合拳。通过整治，不仅
要把问题资金查出来，该追缴的追缴，该
拨付的拨付，确保资金整改到位，把钱都
用到实处；也要把责任人揪出来，及时移
送，查明责任，让损公肥私者、渎职失职
者都受到应有的惩处；更要把制度立起
来，结合问题不断完善涉农资金审查制
度、监管制度、公开制度、举报制度等，让
每一笔开支都有章可循、有迹可查。只
有这样，才能让涉农资金发挥出最大效
益，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洒满田原。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洒满田原

涛声涛声

红木沙发、KTV、电影院、奇石房……如此奢华
的陈设并非是在私人会所，而是在一些机关和国企
的食堂。近期，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在部分地区
调查发现，随着“公款吃喝向私人会所、培训中心等
场所转移”被频频曝光，“舌尖上的腐败”又纷纷瞄
上了机关和国企食堂。（新华网4月16日报道）

机关和国企食堂，基本功能是解决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和员工中午就餐问题。一些地方之所以
要把它办成集吃喝、休闲、娱乐于一身的豪华消费
场所，目的无非是在落实八项规定、整治“四风”日
渐吃紧，在豪华饭店、私人会所、培训中心公款吃
喝玩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给领导干部提供一个
隐蔽的新去处。正如一家单位的内部人士自豪地
说，这里的KTV设备是全市最豪华、音质最好的，
且在食堂内，不用担心被人发现或举报。这样看
来，有些领导干部面对中央正风肃纪的三令五申
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不信邪”。由此可见，整治“四风”问题，还远未到
鸣金收兵的时候。

奢华食堂的出现，说明一些领导干部对落实
八项规定和整治“四风”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在
主观上存在逃避心理、抵触心理，并且投机性地认
为反“四风”不过是“一阵风”。这样的错误认识，
就导致了修建奢华食堂这种错误行为。豪华食堂
的出现，还说明了一些机关、国企特别是领导干
部，多年来动用公款吃喝玩乐已经成为积习，尽管
上面三令五申，也不断有人因此受到处罚，但仍然
不长记性，依旧对“舌尖上的腐败”恋恋不舍，足见

“四风”的反复性和顽固性。
当然，奢华食堂不是一日建成的，奢华食堂

的出现也说明了相关部门的监督缺位，公务接待
缺乏长效化的治理机制，单位报销制度执行不严
格，群众也难以监督。如果监督执纪跟不上，一
些基层领导干部就会认为“山高皇帝远”，八项规
定管不到，因而以各种变通形式违规违纪。这就
是为什么上面督促紧，下面就执纪严格；上面不
督促，下面执纪就放松。

抓“四风”要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向制度
建设要长效，强化执纪监督。这就需要我们各级
纪检机关积极努力，对待违纪违规问题要常抓不
懈；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让“四
风”的各种“新变种”无处躲藏，“隐身”失效，现出
原形。 (侯文学)

不能让机关食堂
变成“享乐天堂”

@人民日报：李克强总理斥繁冗流
程：国务院通过了难道还要由处长们

“把关”？别让把关变设卡。部长敲定，
处长“把关”，咄咄怪事，却很常见。“会
签”繁冗拖沓，好政策就落不了地，简政
放权就被打折扣。上动下不动、头转身
不转，攥着权力不撒手，不行！以“会
签”为名，把把关变成了设卡，同样不
行！来点真格的：不放权就摘帽子，不

简流程就减职务！
@新华视点：曾几何时，人们为4G

的高资费“忧心忡忡”，调侃道“一觉醒来
房子就是运营商的了”。尽管推出了4G
套餐，还是有不少4G用户用起4G来小心
翼翼，宁可花点钱找个有wifi的地方。互
联网时代，速度就是竞争力。要想推进好

“互联网+”，首先得让网速“加一加”。
@法制网：摔倒的老人要扶，讹人的

老人当罚。民警遇老人摔倒询问伤情被
讹，事后老人没被追责。对于摔倒的老
人，我们该去扶；可面对讹人的老人，我

们也不能放过。无原则尊重、照顾他们，
是对更多老人的不公，是对社会公共利
益的损害。当道德力量很难拯救“扶不
起老人”的问题，法律应该登场。

@法制日报：官员可像商品一样召
回，这在治理懒官、庸官和贪官上又迈出
了一步。干部如有尸位素餐、以权谋私
就召回，让其公开露面，激发其羞耻心更
好的配合再学习和教育。如官员召回后
仍不改正，则以转岗、免职、降职、降级、
待岗乃至辞退等对其处罚，让其想不改
也不行。 （饶辑）

躺在手术台上，看着才切开的刀口
鲜血流淌，医生却说有问题，要加钱才
做手术，这字，你签是不签？近日媒体
报道，在校大学生小曾去昆明泌尿生殖
专科医院做包皮切割手术，说好的
1380元，最后变成近9000元。因为钱
不够，他的学生证也被扣在了医院。

治疗费从1380元增到了9000元，
成倍数地增长，该医生不仅没有尽到
术前告知义务，也没有遵守“术后谈
钱”的行规。应该说，在手术进行中，
医生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患者的安全治
疗，而不是完全不顾及患者的感受及

处境，只想着把手术刀变成“割肉刀”，
把手术变成勒索工具，绑架患者强买强
卖、趁病打劫，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医
学伦理，毫无医德可言，令人发指，如果
不从严从重进行处罚，便会损害整个行
业的公信与形象，更加恶化医患关系。
这正是：

低价为饵诱患者，手术开始听我的。
人为鱼肉我刀俎，正好加价把人剁。
哪管患者痛与忿，哪管患者台上卧。
恰是持刀来勒索，如此无良怎能可？

（图/美堂 文/饶思锐）

■ 袁锋

据南国都市报等媒体报道，海口红
城湖综合改造及公园建设从 2001 年第
一次启动至今已14年之久，公园依然没
有成形，湖水却受到污染。

从2001年投入4136万元整治，2003

年停工，到2009年再度计划投资8000万
元综合治理；从引流南渡江水治污，到
清淤，再到建污水截流工程，红城湖的
改造治理可谓“一波三折”。公园建设
多年还没看到模样，湖水部分水体却污
染严重，就算公园建成了，没了清澈的
湖水，还能叫公园吗？

海口府城一带本就缺少公园绿地，
市民因此对红城湖公园的期望很高，有
关部门也曾在 2009 年时承诺 3 年完
工。如今，虽然红城湖的改造的确遇到
征地难度大等实际困难，但 14 年时间
建不成一个公园，实在令人失望。这种
反差不仅让百姓期待落空，也使政府公

信力受损。
有句话说“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

义。”套用一下，过于迟到的公共服务也
是非服务。城市建设乃至项目建设推
进缓慢，影响了公众的权益，令人烦恼，
但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动摇公众对于政
府能力和政务诚信的信心。提高建设
效率、消除半拉子工程，考验着政府部
门的执行力和信誉度。

工程建设毕竟是专业性极强的领
域，有些推进吃力的项目，与项目先天
不具备条件、设计水平不足、人员配备
不强等因素有关，这就要求主导部门在
专业领域中不能拍脑袋、想当然决策，

杜绝不顾客观条件好大喜功、强行上
马，事前尽可能提高工程的设计品位和
功能，以最大限度避免尴尬的发生。

再者，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责
任政府，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创造条件让
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加大
失信问责的力度。譬如在推进不力的
项目中，需要厘清政府官员、开发企业、
建设单位等各自责任，并给予相应问
责。显然，只讲权力不讲责任，或只讲
收益不讲约束的项目建设，无法保证项
目的成功实施，也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政
府的行为之中。

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如果做出了民生建设的承诺，就要以不
偏不倚、不折不扣的执行取信于民。但
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间无法实现承
诺时，就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和说法，
如果“欲说还休”，反而可能在信息不
对称情况下导致信任缺失。只要让公
众看到了取信于民的意愿和实际行动，
暂时的障碍就不至于引起公众的猜疑
和反感。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兴。政
府及其部门作为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
建设的领头羊，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就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
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不断提升公信力。

莫让政府承诺成空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