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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举报人
群众才敢监督
■ 李代祥

新华社 19 日报道了中央环保督察组河北
督察工作的回眸。报道显示，一位市民举报廊
坊市大厂县西马庄村村南石料厂污染环境，举
报人竟遭企业主威胁。这一细节，揭示出环境
保护工作在一些地方的尴尬处境，更引起不少
人对如何保护环保违法举报人的广泛关注。

必须看到，当前一些地方的环境保护形势
依然严峻。环境保护落入“公地悲剧”，一定程
度上与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不够有关。或许正由
于此，“史上最严”环保法把举报环境违法视为
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明确提出“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
坏生态行为的，有权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但从现实来看，要加强环境保护，落实“史上
最严”环保法等法律法规，仅靠当地环保部门有限
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让广大群众参与进
来，共同去监督、举报污染环境、破坏环保的各种
行为，才能形成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然而，市民满怀热情参与举报，转眼之间就
被破坏环境的涉事者所知晓，破坏环境的行为
没有停止，举报人反受威胁，这只会让举报人和
群众寒心，认为相关部门与涉事者“穿同一条裤
子”，从而挫伤广大群众的举报热情，削弱当地
相关部门的公信力。

为此，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必须加强举
报人保护。在这方面，各地相关部门应出台更
为细化的办法，特别是要强化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倒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泄露举报人
信息的行为，要严查严处。

严查泄露行为才有说服力。在此次河北的
举报人信息泄露事件中，廊坊市公安局专案组
调取数千条通话记录逐条比对，在压力之下，大
厂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长王铁军主动承认了自己
泄露信息的事实，并受到撤销监察大队长职务
的处罚。如此严惩吃里扒外的行为，打掉破坏
环境的种种“保护伞”，才能增强广大群众的信
心，推动环保法规落到实处。

■ 方桂琴

6月16日，“承诺与兑现”节目曝
光了“黄牛”买卖驾驶证记分现象，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立即整改，并表态一
查到底。目前，已有2名保安和1名
保险公司员工因介绍“黄牛”买分卖
分，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200元，其
他涉及人员还在调查中。（6月20日
《海南日报》）

若非是撞到了我省党风政风行
风建设社会评价的评价代表的“枪
眼”上，恐怕上述人员依然会一如既
往地做着“无本经营”的掮客生意，
打死不会承认内外勾结的情况存
在。想必凡是去过车管所的人，都
会看到“黄牛”扎堆、明目张胆地揽
客的现象，并对之印象深刻。发现
黄牛难吗？取证难吗？黄牛有任何
忌惮吗？为何办事群众总能遇到热
情的“黄牛”，评价代表暗访时也能

“偶遇”到“黄牛”，而相关监管部门

却不能？是评价代表太幸运，还是
监管部门太无能，抑或是监管部门
根本就不作为，对此类现象睁一眼
闭一只眼？

“黄牛”不可怕，“黄牛”扎堆也不
可怕，可怕的是一些“黄牛”真的有

“能耐”，真的能够暗通“鬼神”，真的
能够“让内鬼推磨”办成事，这也是一
些“黄牛”敢于拍胸脯保证“事后收
钱”、“不成不要钱”的底气所在，也是

“黄牛”们能够取信于一些想走捷径
的办事群众的原因所在。“黄牛”中的
确有不少是骗子，但也有不少如评价
代表暗访所见，与车管所内部人员相
勾结、沆瀣一气而又真的能办牌、消
分的，对此，相关部门应该顺藤摸瓜，
好好查一查、挖一挖，还有多少潜伏
的内鬼没有被揪出来，还有多少人拿
钱办事没有被清理出来？

“黄牛”不可怕，可怕的是车管
所内部管理松懈，工作人员任意妄
为。相关部门对已经发现的问题一
查到底、严肃处理还远远不够，还要
举一反三，从严治警，便利为民，铲
除“黄牛”生存的空间和土壤。试问

一下，如果车管所内部铁板一块，针
扎不进、水泼不进，“黄牛”还会有

“能耐”吗？“黄牛”没有了用武之地，
“黄牛”还会可信吗？只有车管所内
部真正引起重视，严加整治，改进服
务，让群众办牌方便了，使处理违规
处罚事项的流程规范了，黄牛才不
会有市场。

正党风、政风、行风，就是要从
“严”开始。翻开新闻，车管所内部人
员与“黄牛”相勾结的新闻几乎每年
都有，却屡禁不绝，这说明我们的纪
律约束还不够严明，我们的整治力度
和处罚措施并未能形成震慑效果，我
们的制度还存在着不少漏洞，这些都
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只有筑牢
制度的篱笆，才能堵住权力的任性；
也只有从严整治，加大对此类违法违
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才能重塑车管所
的公众形象，才能让“黄牛”们不再

“牛气”，不再有“能耐”！

“黄牛”的能耐是谁给的

6月 19日晚间，一段银行员工
当众被打屁股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视频显示，8人站在舞台上当众被打
屁股4次，其中有女职员被打疼痛苦
难忍无法站直。被打者是山西长治
漳泽农商银行员工，打屁股的原因
是培训课上考核倒数。目前，该培
训课程已被叫停，山西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已对漳泽农商行董事长和
分管副行长进行停职处理。

培训单位的“奇葩”培训自然值得
追究，在培训中体罚员工，无论企业是
否参与主导，恐怕都难逃干系。《劳动
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

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由公
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
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
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培训
激励员工，理应充分保障员工权益，
为员工创造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
而不是侮辱员工人格，侵犯员工健康
权，如此只会适得其反。这正是：

员工培训需有度，
怎能当众打屁股。
若是企业早止住，
岂容“老师”来耍粗。

（图/王成喜 文/饶思锐）

■ 袁锋

百亩集体山地说发包就发包，村民
小组长一句话的事儿？村账户内提现
10多万元，会计通过就能提？6月19日
海口电视问政节目《亮见》发出第四问

“失守的关口”，矛头直指农村“小微权
力”失范现象。（6月20日《海南日报》）

海口市西秀镇某村百亩山地被
村民小组长出租，村民代表和两委干
部都不知情；文明东路某村的27间铺
面被村干部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长期出租，多位主管部门负责人均认

为该做法违反程序；红旗镇一村民土
地补偿款无故缩水，原来是村民小组
长多占了 3 份……几起事件，从不同
侧面，反映了部分乡村村务公开的不
规范、不透明，老百姓对村务的参与
权、知情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落空，
以及基层监督形同虚设等问题。导
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
指向着一些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对于
小微权力的不规范运行甚至滥用。

农村干部的小微权力，项项都与
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在农民眼里，样样
都是“大事体”。这些权力的行使，如
果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运行规则，就会
留下徇私舞弊的口子，群众的合法利
益就难以保障。而在海南，由于部分

基层干部法治意识的淡薄、一些群众
文化水平与监督能力不足等原因，导
致村干部独断专权、任意妄为的情况
时有发生，有些村干部甚至是“霸王硬
上弓”，连掩人耳目都不屑于去做，明
目张胆地侵害群众利益。别看村官

“帽子”小，手中能量可一点都不小。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工
作流程，避免村干部一言堂，让决策透
明化，对于乡村治理来说意义重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村干部的
权力再小也得关进“笼子”，不能让村
干部的小微权力“满天飞”。只有明
确村干部的“权力清单”，让村干部和
群众心中都有底，也使村干部行使权
力有章可循，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

哪些必须为一目了然；只有村干部做
到不出轨、不出格，不推诿、不懈怠，
能担当、善作为，群众对村干部办事
才会心中有谱、信任支持；也只有让
群众熟悉村干部的“权力清单”和工
作流程，才能让群众知晓村务工作的
程序对不对、村干部权力是否滥用，
才能以群众监督的“阳光”普照村干
部的权力阴影面，让村干部的权力能
够公开、公正、公平的“绿色运行”。

只有厘清基层干部的权力边界，
才能规范其权力运行，着力改善基层
公共服务。相关市县可尝试推进农
村村级权力运行精细化管理，建立对
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全方位监督机
制，增强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

无缝对接，保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以及老百姓的知情权、表
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激发村民参与
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的热
情，提升村级民主治理质量，进而推
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变革。

当前正是村级“两委”换届关键时
期，村务公开效果如何、基层权力运作
如何监督备受关注。把“小微权力”晒
在“阳光”下、装进制度之“笼”，就能

“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
白”。权力公开透明了，规范运作了，
提高的是村干部的公信力和基层组织
的向心力。群众利益得到了维护和发
展，农村工作也就好做了，群众也能够
凝心聚力、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小微权力也得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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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儋州荔枝赢市场品牌化
虽然上市

时间比往年稍
晚，产量也有
所减少，通过
有效宣传推
介，到 6 月中
旬，儋州1.3万
亩荔枝赶在广
东荔枝上市前
已采摘完毕，
由于品质高价
格好，大部分
果农实现减产
增收。但是，
儋州荔枝种植
户并不满足，
他们开始着手
打造儋州荔枝
品牌，谋求更
大发展。

今年儋州荔枝虽然收成不错，但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6月18日，荔枝刚采收完毕，儋州兰洋镇十
几个荔枝种植户坐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好儋州荔枝
产业。儋州荔枝虽然种植有1.3万亩，但由于单个
农民种植规模比较小，大部分都是几十亩，连片种植
300亩以上的只有十几个果园。

梁南辉说，小规模分散种植，运销商收购成本
大，压价比较厉害，种植户议价能力弱，好果也很难
卖上好价格；此外，由于没有大规模种植，分散的种
植户都没有能力建荔枝包装处理车间，采摘的荔枝
要运到很远的地方加冰打包处理，损耗也很大。

简德厚说，儋州旅游东坡文化这个品牌打得非
常响，儋州荔枝完全可以借助东坡文化品牌推广，建
议儋州荔枝种植集中的地方种植户联合起来，成立
儋州荔枝种植合作社，统一注册品牌，统一种植标
准，统一使用品牌，不仅可以迅速做大规模提升品
质，而且能够有效提高议价能力，还可以集中力量在
田头建设荔枝包装处理车间。

海南荔枝种植有季节有优势，全省种植荔枝30
多万亩，但是，各市县很少有自己的荔枝品牌，每年
荔枝上市季节，不仅各市县相互竞争，各市县的种植
户也相互竞争相互压价。

黎斌说，在互联网+农业的大背景下，儋州市委市
政府非常重视品牌农业建设，连续多年策划宣传打造
儋州粽子、跑海鸭蛋等9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果非常
显著，今年首次把儋州荔枝纳入特色农业品牌推广计
划，儋州荔枝产业初显品牌效应，人们有理由相信，儋
州荔枝将像儋州其它特色农产品一样，逐步走上品牌
化发展之路，成为儋州又一个特色农业品牌。

“现在只剩下尾果了，绝大部分
已经采摘完毕。”6月18日，儋州惠
丰果园负责人梁南辉说，今年300
多亩荔枝销售收入超过200万元，
把过去两年亏的钱都赚回来了。

正常年景，儋州荔枝在5月中旬
开始上市，但今年初，由于遭遇低温
天气，儋州1.3万亩荔枝直到5月下
旬才陆续上市。

“幸亏全岛荔枝上市都偏晚，南部
的三亚、陵水、万宁等地荔枝上市后，北
部的海口、文昌等地荔枝没有上市，而
儋州处于中间地带，处于全省荔枝采收
空档期，获得了20天左右的上市时
间。”梁南辉说，今年由于采用精细管

理，单株产量达到50斤，而且品质非常
好，早早就被运销商看中包园了，每亩
利润有3000元。

儋州市兰洋镇的简德厚种植了
200多亩荔枝，今年刚进入丰产期，
总产量达到40万斤，销售价格虽然
比惠丰果园荔枝低一点，但每亩销
售收入也有5000多元。

儋州市农技中心有关负责人
说，今年全省气候异常，不仅前期遭
遇低温，后期还遭遇干旱，但儋州荔
枝种植户由于采用传统的生态种植
方法，荔枝品质普遍比较好，像南丰
镇的元利果园，在儋州农技中心支
持下，率先采用物理灭虫和套袋技

术，品质好的荔枝每斤售价达到20
元，在全省荔枝园都是不多见的。

今年儋州荔枝走俏，据分析，儋州
市加大对荔枝产业宣传推介是一个重
要原因。荔枝上市之前，儋州市组织
多家媒体和网络持续发布儋州荔枝种
植信息，突出儋州荔枝的绿色种植方
法，使全国各地水果运销商在儋州荔
枝尚未上市就聚集到儋州包园收果。

儋州特色农产品121电商体验
馆负责人黎斌分析，除水果运销商
用传统方式包园收购外，儋州市荔
枝销售还开辟新渠道，如部分果园
通过网络平台组织消费者开展采摘
荔枝体验活动，门票收入和现场采

摘售果收入成为种植户重要增收来
源。此外，儋州荔枝今年首次触网，
通过物流直接销到上海、杭州、成都
等重点城市，而且销售价格远高于

运销商包园收购价格，像121电商平
台，短短半个月销售荔枝1.3万斤，
平均售价达到15元，成功开辟儋州
荔枝销售新渠道。

多渠道销售荔枝

产业品牌效应初显

儋州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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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特色农产品
121电商体验馆海口地址：

海口长堤路34号南洋博物馆酒店一楼

海南儋州农产品
销售热线：

0898—23322333

扫二维码，
关注儋州特色
农产品 121 电
商体验馆

千年古郡 魅力儋州——儋州优质品牌农产品系列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