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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小便宜吃大亏

尽量帮助无证
幼儿园整改达标

据报道，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
落地，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引发了更多
担忧，一些无证幼儿园纷纷开张，虽存
在各种安全隐患、办学条件不佳，但依
然有家长送孩子就读。

入园难已经存在有些年头了，公
立幼儿园学位紧张，远远无法满足孩
子们的入园需求，而且也不可能一下
子扩大到足够的规模，那么多等待入
园的幼儿怎么办？所谓的无证幼儿园
显然是应运而生。为缓解入园难问
题，为了孩子们着想，有关部门能否考
虑对这些目前无证的幼儿园高抬贵
手，不急于一关了事，而是给民办幼儿
园一点开放政策？

比如伸手扶持一把，帮助无证幼儿
园尽快完善各种基础建设，让更多的民
办幼儿园达到办园标准，简化手续，予
以承认发证。这样一来，一是便于把民
办幼儿园纳入正常的监管体系，有利于
规范民办幼儿园办园行为；二是可以促
进民办幼儿园提升教育质量；三是可以
让家长们安下心来送孩子就近入园。

（摘编自5月10日《湖北日报》）

最近，一些经常在上海徐家汇
公园游玩的市民反映，汇金湖里的
黑天鹅不知去向，由原先的5只变
成了4只。黑天鹅去了哪里？经过
几天细致调查后警方发现，黑天鹅
是被两个外卖公司快递员给偷了，
又带回家炖着吃了。

这两个人真是个十足的“吃货”，
竟然吃到了公园里，还吃起了珍贵的
黑天鹅！“吃货”喜吃，本无所谓对错，
但偷着吃，吃公家的东西，就不应该
了，更何况吃的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

护动物，那就更不容宽恕了。贪嘴偷
窃，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不，本以为
神不知鬼不觉，但人在做、天在看，终
究难逃法律制裁。这也说明，贪小便
宜吃大亏，只有行得正，才能走得
端。这正是：

吃货贪吃闯大祸，
夜黑偷盗黑天鹅；
占小便宜吃大亏，
刑事拘留所里“坐”。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 江德斌

继共享单车后，共享篮球、共享
雨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纷纷面世。
日前，共享篮球平台“猪了个球”宣布
完成千万级Pre-A融资，共享充电宝

“街电”获得聚美优品3亿元的投资，
共享雨伞、共享玩具、共享服装等都
进入了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体
系。（5月10日《澎湃网》）

共享经济是时下的热门投资领
域，其代表者为网络约车、共享单车、
共享租房、共享汽车等，这些品类一面
世，就因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备受消费
者关注和热捧。不过，现在共享经济
的范围扩大得太快，共享篮球、共享雨
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不断涌现，令人
眼花缭乱，这些偏冷的“花式共享”，又
能否重复共享单车的成功呢？

共享经济在与互联网融合后，具
有省钱、方便、高效等特征，满足了消
费者的实际需求，不必拥有商品所有
权，只要按需付费使用即可，从而大幅
度降低消费成本。这实际上打破了人

们固有的消费观念，不用再花钱购买商
品，便可消费商品的使用权。而且，也
不用再操心商品的维修保养、丢失、被
偷盗等，这些麻烦事都由商家来承担，
这在共享单车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击中
了消费者的痛点，迅速获得市场认同。

至于随后涌现的共享篮球、共享
雨伞、共享充电宝、共享玩具、共享服
装等“花式共享”，创业者都是看到共
享经济的前景，认为这里面有商机，
并付诸实施。“花式共享”商业模式并
不复杂，也是采取扫码租借、押金模
式，这种在共享单车已经得到验证，
后期还可以挖掘用户大数据资源、广
告、LBS服务等，都是潜在的盈利点。

尽管外人有些看不懂“花式共
享”，认为是在搞商业炒作、骗钱，但创
业者和投资者都是业内精英，拿着真
金白银在做事。而且，很多商业模式
在开始时并不被人看好，网约车、共享
单车就是典型例子，一度引起无数非
议。至于“花式共享”能否成功，现在
也不好说，需要经过市场检验，创业者
有梦想总是好的，万一要是成功了呢，
岂不是对大家都有利？对于“花式共
享”不必吐槽太多，不妨多给些宽容，
让其充分接受市场检验。

银行紧急止付
别落在犯罪分子后
■ 浦江潮

武汉男子潘先生在睡梦中，银行卡被盗刷34万
余元，短信显示消费地点在澳门。潘先生紧急要求
银行冻结账户，但在48小时内，银行三次错失止损
时机。潘先生一怒之下将银行告上法庭，武汉市硚

口区法院日前一审宣判，判决银行全额赔偿潘先生
被盗刷的存款本金及利息。（5月10日《武汉晚报》）

银行卡明明在身边，却在异地遭到盗刷，此类
案件层出不穷。储户的损失，银行该不该赔？以
前各地法院的判决五花八门，而近年来，判决银行
承担全部损失的越来越多，从司法机关到民间舆
论已逐渐形成共识——保障储户银行卡内的资金
安全，是银行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而此次潘先生的遭遇，又与其他银行卡遭盗刷
案件有所不同。潘先生第一时间给银行客服打电话
说明情况，要求冻结账户，并向派出所报案，当天上
午，又与民警一起到当事银行，再次要求对涉案账户
进行冻结。据悉，从交易发生到银行卡内资金转至
交易相对方，有长达48小时的时间，当事银行有三
次机会实行紧急止付，但始终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众所周知，为打击电信诈骗，去年9月份，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其中就将银行紧急
止付作为打击电话诈骗的措施之一，并且规定，个
人通过ATM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需24小时
后到账，为的就是让受害人可以及时追回资金。

银行紧急止付制度不仅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利
器，对打击银行卡盗刷行为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但
是潘先生的遭遇表明，受害人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
紧急止付；对于什么样的申请，银行必须立即受理；
要提供哪些证据；要走哪些程序……诸如此类的
规则并不明确。倘若遇到缺乏责任心的银行，一推
二脱三看四慢，所谓“紧急止付”就成了摆设。

银行紧急止付是与犯罪分子赛跑，一分一秒
都殊为珍贵。目前，紧急止付制度是有了，但还需
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为了争分夺秒，申请程序越便
捷越好，银行采取措施越快越好，要想方设法让紧
急止付跑在犯罪分子前面，而不能落在后面。

对“花式共享”多些宽容

■ 方桂琴

省第七次党代会擘画了新的美好
蓝图，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目标任务。政
策千条万条，不落实就等于白条。当
前，能否把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能
否把党代会精神和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关系到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目标能
否早日实现。基于此，我们要花大力
气，下苦功夫，干实在事，做精细活，以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精神状态，把党
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弘扬“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精
神，是海南加快发展的现实需要。在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加快”一词
是个高频词，一共出现了 44 次。而
且，未来五年，海南奋斗目标的其中一
个关键词就是“加快建设”；此外，省委
书记刘赐贵在多种场合阐释了“加快
建设”的深刻内涵。“加快”一词为何有
如此高的频率、为何被放在如此重要
的位置？这是由海南的省情决定的。

近年来，海南发展较快，取得了
良好成绩，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

到，海南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发展不
平衡问题仍较突出，脱贫攻坚任务依
然艰巨，教科文卫等事业发展仍显滞
后，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不小差
距。面对如此省情，干事创业经不起
拖拉，我们必须稳步加快发展。也正
因此，我们要大力践行“马上就办办
就办好”的实干精神，要乘着已经形
成的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切实增强
使命感和紧迫感，在进一步加快发展
中为海南抢时间、赢先机。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看似容易，
但在现实中却往往难以落到实处。有
的决策遭遇“中梗阻”，被“束之高阁”；

有的制度被随意变通，导致执行走偏，
效果大打折扣；还有的政策拖延日久，
导致变形走样……诸如此类，都是不
能一抓到底、落到实处的体现。如此
一来，不仅政策、决策等难以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还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党和
政府的公信力受损。基于此，我们要紧
盯各种老问题，大力弘扬优良作风，真
抓实干，从严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等现象，使“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蔚然
成风，成为特区精神的生动诠释。

蓝图落到实处，梦想方能成真。形
成“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干事创业良
好氛围，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思想

认识和担当意识，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
质，提升工作的能力和效率。此外，也
要建章立制，完善规章制度，建立狠抓
落实、强化责任追究的监督问责制度，
倒逼广大党员干部只争朝夕、积极作
为，不断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马上就办，是态度；办就办好，是
决心。各级党员干部只有摆正态度、
狠下决心，才能将各项决策部署一抓
到底、抓出实效，才能有效对接群众需
求，更好地增进百姓福祉，才能进一步
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早日实现
美好新海南的宏伟蓝图。

全面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言论篇

让“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成为特区新精神

延长保质期让粽子走更远技术
创新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关注儋州农业品牌系列之 儋州粽子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

4000549669

付出就会有回报。解决了保质期难题后，美乐美
公司生产的粽子不仅可以卖到全国各地，也可以实现
全年生产、销售。“不需要冷藏，‘满钵香’粽子在常温
下可保质3个月。”陈有章说，目前“满钵香”粽子已进
入海口各大酒店和超市，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目前仅订单量就有10万多个，预计今年的销售
总量将超过25万个，比去年至少翻一番。”陈有章透
露，除传统销售模式外，美乐美公司去年还开始尝试
电商渠道销售，通过淘宝、微商等平台将粽子销往全
国各地，“去年通过电商售出粽子3万多个，今年会更
多。”陈有章说。

陈有章的儿子陈同亮，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父亲在老家的粽子事业做起
来后，陈同亮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和父亲做起了粽子
生意，如今成了公司开拓市场的中坚力量。

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美乐美公司已成为儋州粽
子龙头企业之一。公司拥有电煮锅、灭菌锅、切肉机、
真空包装机、冷却设备、生产流水线等一整套设备，逐
步走上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道路。

“‘满钵香’粽子的优良品质，不仅在于独特的祖

传配方，还在于原材料的选择极其讲究。”陈有章介
绍，“满钵香”儋州粽子选用火山岩糯米、散养的黑猪
肉、跑海鸭蛋咸蛋黄作为主原料，用产自黎母山的野
生粽叶包裹，经旺火蒸煮10个小时而成，不仅营养丰
富，还有养生功效。

据介绍，为确保原材料品质优良，美乐美公司投
入20万元，用于鼓励农户保护野生粽叶基地的生
态。此外，公司还和跑海鸭蛋养殖户达成了合作关
系，公司负责提供种苗、收购鸭蛋，养殖户承诺使用谷
物饲料养殖，并拒绝使用任何激素。“这样做不仅原材
料品质有保障，也拉长了粽子产业链。”陈有章说。

规模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响，陈有章在儋州粽
子行业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如今，陈有章不仅是美
乐美公司的总经理，还被推举为由15家儋州粽子企
业参股组建的海南粽乡源儋州粽子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事关儋州粽子的品牌形象，虽然肩上的担子很
重，压力很大，但眼看儋州粽子一步步成长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和亿元产业，心里非常高兴。”陈有章说。
（本版策划/周月光 撰文/白竹 周月光 图片/舒晓）

探索新技术，延长粽子保质期，推动儋州粽子走向全国——

闻粽“满钵香”心里“美乐美”
端午节临近，儋州各粽子生

产企业又开始忙碌起来了。扩
建厂房、修缮设备、准备食材、制
作粽子……儋州美乐美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乐美公司）
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目前
已接到10万多个粽子订单，这
不，我们正忙着备货呢！”公司总
经理陈有章乐呵呵地说。

美乐美公司是儋州优秀粽
子企业之一，拥有著名儋州粽
子商标“满钵香”，建成厂房
600多平方米，日产粽子能力1
万个。“2012年以前，我还是糖
厂的一名产业工人，对做粽子
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回忆过
去，陈有章感慨不已。

今年52岁的陈有章，是儋州市新州镇人，说
起他和粽子结缘的经历，还与父爱有关。2010
年，陈有章的女儿在武汉上大学，每逢端午，女儿
思乡情切，特别想念家乡的粽子。为让女儿尝到
家乡味，陈有章就通过快递给她寄粽子，但由于
路途遥远，粽子寄到时往往已经发酸了。

怎样能让粽子的保质期更长呢？怀揣着一
份沉甸甸的父爱，陈有章开始琢磨起粽子来。

“和我女儿一样漂泊在外的儋州人成千上万，他
们也无法尝到家乡味道的粽子。”陈有章认为，
如能延长粽子的保质期，儋州粽子就能寄到外
地去了。

从2012年开始，陈有章在家里试着做粽
子。对他来说，做粽子并不难，因为这是一门祖
传手艺。“我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厨师，有做粽子
的独门配方，做出的粽子美味不油腻。”陈有章
说，一开始他只是将粽子送给左邻右舍、亲戚朋
友品尝，没想到名声渐渐传开了，竟然有人慕名
上门来买粽子。

发现商机的陈有章非常兴奋，他一方面发

扬祖传技艺，博采众长做出美味的粽子，一方面
更加用心琢磨起粽子的保鲜技术来。“首先要灭
菌，要实现真空包装。”陈有章说。于是他兴冲
冲地找到饮料厂，借用厂里的灭菌机给客户订
购的5000个粽子灭菌后销售，赚得了“第一桶
金”。

试验获得成功后，陈有章计划正式进军粽
子行业，此举获得了家人的大力支持。2013
年，陈有章成立了儋州美乐美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了“满钵香”粽子商标。“当时正好儋州市委、
市政府开始大力扶持粽子产业，市场的氛围非
常好。”陈有章说，公司成立之初便搭上了儋州
粽子产业发展的“快车”。

陈有章说，当其他企业在琢磨如何将粽子
卖得更好的时候，他琢磨得更多的是如何将粽
子卖得更远。公司成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投入20多万元引进了儋州第一台全自动煮
粽锅和灭菌锅，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保质期长的
粽子目标，而那时其他粽子生产企业还是用过
去的传统设备。

“满钵香”变身“满城香”产业
升级

儋州跑海鸭蛋黄鲜肉粽受欢迎。

美
乐
美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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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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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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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