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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观察”
“码”上读懂海南

■ 张成林

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在此之际，
海南的热带水果也历经重重考验前
去“参会”。来自三亚的红毛丹、火龙
果、百香果、木瓜等四种优质水果，被
作为峰会指定热带水果精彩亮相，成
为招待各国贵宾的“国果”。据南国
都市报报道，这是自 2011 年“南鹿莲
雾”之后，三亚特色农产品再次享受

“国果”的殊荣。
四种水果，共约一万斤，亮相国际

盛会，这无疑是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
的一次集中展示。事实上，这并不是
海南水果第一次享受“国果”殊荣。多
年来，海南各类优质水果逐步迈向各
类高端会议，比如，2007年澄迈福橙进
入人民大会堂，被定为国宴果品；再
如，三亚芒果连续多年成为博鳌亚洲
论坛供应水果……特色水果频繁亮
相、服务于各大盛会，充分彰显了海南
热带农产品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

海南水果缘何频被特选？笔者
以为，其一，在于其“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的独特性。海南是全国唯一的
热带岛屿省份，光照充足，雨水充沛，
土壤富硒，与全国相比，独特的气候、
阳光、水质等生态环境，造就了海南

水果的巨大差异性。芒果、荔枝等树
种，对海南人而言，可谓司空见惯，可
在内地尤其北方却极少存在。鲜明
的差异性、独特性，让海南水果脱颖
而出。

其二，在于其“内涵与颜值”兼
具的高品质。当今，随着交通、网络
的快速发展，水果产品的差异性在
市场抢占中已很难成为独当一面的
加分项。近年来，海南深刻洞察市
场走向，在农产品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上不遗余力。严格推进规范种
植、积极开展新种培育、大力推进安
全溯源……一系列举措换来的是一
个个知名品牌。澄迈福橙、琼中绿
橙、澄迈荔枝、昌江芒果等水果，已

然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放心品牌。
海南水果再次成为指定“国果”，

透过这一事件不难看出，独特性和高
品质正是海南水果不断迈向品牌化、
高端化的底气所在，这也应当成为我
们水果产品的发展方向。通过提升水
果的“内涵”和“颜值”走进各类高端场
合，再通过各类活动载体提升自身知
名度和影响力，这一相辅相成的良性
循环，也应当成为海南水果扩大有效、
高端供给的重要途径，这也正是海南
水果亮身高端峰会的重要启示。

再进一步看，三亚水果成“国
果”，正是海南农产品“走出去”的一
个缩影，彰显了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渐趋增强的“王牌”效应。省第七

次党代会提出，“推动农业向高产量、
高品质、高效益转型。”这是海南农业
紧跟时代、不断壮大的正确方向。实
现这一转型同样需要我们更加注重
品质和特色，要做大做强热带水果、
花卉、冬季瓜菜、南药黎药和特色养殖
等优势品牌，增强“走出去”的底气。

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与全
国相比，海南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有着
天然的比较优势，我们要善用这一比
较优势，向着独特性和高品质积极发
力，不断厚植农产品的品牌优势，增
强“走出去”的底气和实力，只有如
此，才能让海南水果等农产品成为人
们不假思索的首选，才能跨越地域的
阻隔让海南农产品享誉海内外。

增强海南水果“走出去”的底气

■ 饶思锐

为了不影响交通出行，施工方
选择夜间施工，并且修路不封路；
为了不影响市容、不阻碍市民出
行，施工方实行“工完场清”制度，
当天施工一完成，就马上把现场垃
圾清理干净；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施
工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施工队
错时选择施工路段；为了抑制扬
尘，施工方每天早上对施工后的路
面进行洒水清扫……（9月5日《海
南日报》）

在车流、人流密集的老城区开
展道路改造升级过程中，海口市相
关部门及施工单位本着惠民利民
不扰民、早日还路于民的原则组织
施工，选择不封路，在夜间分时段、
路段进行施工，既统筹考虑市民的
出行需求，又兼顾周边居民的生活
需求，多措并举，将道路施工对交
通出行、周边居民的影响降至最
低，可谓用心良苦。这种以“微创
整形”的形式进行道路升级改造，

不仅有利于解决以往道路改造中
常见的交通拥堵、绕行不便、泥泞
坑洼等饱受群众诟病的问题，也有
利于最大程度减少扰民，同时也能
为海口老城区道路改造升级积累
有益经验，值得点赞！

对于相关部门及施工单位而
言，如此精细化的修路方式，自然
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选择，
但却是对交通影响相对较小、扰民
相对较少的利民选择。政府部门
便民为先的道路升级之举，虽然看
上去影响了施工进程，却大大节省
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社会运行成
本，体现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治理理念，有利于把好事真正办
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事实证明，在城市治理管理过
程中，相关部门只要多些便民考量，
就完全可以通过精细化举措，靶向
施策、“微创整形”，最大程度降低对
市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实现长期利
民与当下便民的有机统一。我们期
待这种注重细节、便民优先的治理
理念能够更多地出现在城市的治理
管理工作中，进而让城市更美好，让
市民更幸福！

修路不封路 便民有温度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
风险
■ 李延霞

面对风险积聚的ICO（首次代币发行），央行
等七部门4日发布公告，将其定性为非法公开融
资，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要求已完成代币
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作出清退等安排。七部门
处置速度和力度空前，意在防范代币发行融资与
交易风险蔓延。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打着数字货币旗号的非
法融资不断浮现，借助科技手段，风险传播快，波
及面广。监管之剑及时出鞘，将隐患消灭在可控
状态，有利于防止酿成严重后果。

以 ICO 为例，本来是区块链项目开发筹集
资金的手段，其募集的“钱”是比特币等虚拟货
币。这一特点被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包
装成形形色色的骗局。他们有的编制五花八门
的虚假项目，以超高收益套取投资；有的恶意操
纵市场，不断炒高代币价格，伺机“割韭菜”；有
的借助“代币发行”概念进行金融传销。凡此种
种，无外乎以子虚乌有的概念骗取投资者的真
金白银。

动辄数十倍的飙涨，令各类ICO项目在短短
几个月内吸引大量投资者涌入，融资额达数十亿
元，参与人数超过十万人，甚至一些普通百姓也参
与其中，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风险不言而喻。

七部门既已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后续
执行落实、清退处置工作更为关键。金融监管
部门、司法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应协同发力，共
同做好整顿清理工作，包括全面摸排、监测代
币发行融资交易平台的情况，尤其要防范一些
平台卷钱跑路的风险，必要时冻结其资金和资
产，通过强有力的手段保护投资者利益，妥善
化解风险。

实践证明，任何金融创新都要以防范风险为
底线。不管技术多么先进，商业模式多么新颖，
金融创新都需要在监管和规范下发展，只有如此
才能有效规避各种风险，避免跑偏走样、沦为脱
缰的野马。

当前，正值开学季。高校门口，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提着大件行李，
高高兴兴来到学校报到。近日，据
央广网报道，西安市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的大一新生来校报道时，被强
制要求每人缴纳620元“被褥费”，
使用学校统一安排的生活用品。

该学校还真是“贴心”，提供的
不仅有被褥，还有牙刷、香皂、水杯
等，简直是拎包入住宾馆般待遇。
不过，虽然样样齐全，据统计，总共
也就二三百元，可学校却硬是收费

600多元，学生即便自带被褥也还
要购买。不得不感叹，如此“贴心”
服务原来别有用心。当前，如此收
费现象多有存在，有些更为“高明”，
直接算到住宿费内。为了小利不顾
学校形象，实在得不偿失。这正是。

学生入学扛着被，
学校仍收被褥费；
贴心服务不贴心，
为利毁誉事不对。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被褥费”岂能强收

涛声
不以明星为唯一
的议价标准

正在上演的《敦刻尔克》大概属于
“去明星化”电影。主角由不满 20 岁
的新人担纲，几位明星被戏称“最熟的
演员，露最少的脸”，对迷恋“明星效
应”的影视圈来说，颇有些逆流的意
味。但这部电影却以极高的票房和口
碑证明，如果有足够好的剧本和导演，
生产的作品同样可以“叫好又叫座”。

最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四
部委印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严禁播出机
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准”，针对的就
是所谓“明星中心制”现象。

站在市场和效率的角度，虽然不
得不承认“明星电影”有其合理性，但也
需要看到随着影视选择越来越多样化，
受众审美能力提高，那种只打“明星牌”
的小算盘已经不再有效。对相关部门
来说，只有对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
引导，才能助力影视圈改掉浮躁风气，
产生社会效益。对此，完善科学合理
的电视剧投入和分配机制是很好的切
入点。 （摘编自9月5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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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8个月、近千场比赛的角逐，
海南最大规模足球赛事——2017年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5日晚在海南大
学第一运动场落幕。海口海航红色战
车队4：1战胜了“黑马”文昌一点资讯
队，蝉联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文昌队
屈居亚军，这也是文昌队参加省级足
球赛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

上千观众与嘉宾共同见证第三届
省青足赛总冠军出炉。团省委书记盖
文启等主办方领导以及海南大学副校
长梁谋等出席了闭幕式，琼中女足代
表观看比赛并为获奖球队颁奖。

省青足赛总决赛共有14支球队
参赛，其中8支球队来自市县组、2支
球队来自省直机关组、2支球队来自
高校组、2 支球队来自部队和企业
组。比赛分为4个组，先举行小组循
环赛，小组前两名出线。8强赛为淘

汰赛制。分组情况为A组：海口海航
红色战车、三亚海浪晨晖、临高代表
队、儋州代表队。B组：海口琼山区
队、文昌代表队、南航队伍代表队。C
组：万宁代表队、海南大学、海南广电
总台、海南师范大学。D组：海航实
业、五指山代表队、卫计委。

经过小组赛的角逐，海口海航红
色战车队、临高队、海南师范大学队、
万宁队、海口琼山青年队、文昌一点资
讯队、海航实业队和五指山队进入了8
强。最终，文昌队和海口海航红色战
车队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会师决赛。

决赛在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和文
昌一点资讯队之间举行。上半场，海
航红色战车凭借强大实力控制了局
面。该队在第20分钟时由9号郑炫踢
进一球，1：0领先。文昌队在先失一球
的情况下，没有放弃，他们通过犀利的

反击给对手施压。终于，文昌队利用
一次点球的机会扳平比分。在上半场
最后阶段，红色战车队打出了一次漂
亮的配合，再进一球，2：1结束上半场。

中场休息时，组委会给现场观众
播放了2017年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全
国征集大赛获奖作品。下半场比赛
红色战车队没有给文昌队机会，9号
郑炫连进两球，锁定胜局，最后海口
海航红色战车获得2017年省青足赛
总冠军。

赛事组委会副主任、共青团海南省
委副书记陈屿在闭幕式上表示，经过3
年的发展，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现已成
为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凝聚青少年、引导青少年、服务青
少年的良好平台。3年来，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赛不断开拓创新，努力探索，遴
选出连续3年获得“哥德堡杯”世界青

少年足球赛冠军的琼中女足。该队不
仅为国争了光，也为海南争得了荣誉。
在社团组织建设方面，利用海南省青
少年足球赛这个开放平台，充分发挥
基层团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与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连续开展
校园足球啦啦队大赛及针对贫困山区
学生的足球公益行、城乡少年手拉手
交流体验等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社
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同时也成为强
化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的一项创新
举措。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只是青春
事业华章中的一段序曲。未来，将一
如既往地做好青少年文化阵地建设、
支部建设、主题活动建设，用丰富多彩
的活动引导青少年，服务青少年，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中国梦和建设美
好新海南贡献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闭幕式上，海口经济学院和海南

大学青春靓丽的啦啦队联袂还为观众
表演了一场惊艳的《动感啦啦》。不仅
为绿茵足球添彩、为运动健儿助威，同
时还展现了高校大学生关爱体育运
动、热心公益的青春情怀。

自2015年首届青足赛成功举办
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
年是连续举办的第三届省青足赛，共
有来自全省的357支队伍，8600多人
参加比赛，近2万人次直接参与了本
次大赛及相关活动，覆盖人群超过30
万人次，是我省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
多、覆盖面最广的足球赛事活动。

“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7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由共青团海南省
委、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

筑梦盛夏 折桂绿茵
——2017年省青少年足球赛落幕，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夺冠

2017年省青足赛
青年男子组总决赛

获奖名单
冠军——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亚军——文昌一点资讯足球队

季军——海南师范大学足球队

第4名至第8名球队分别是——海口琼山区
青年队、万宁足球代表队、海航实业代表队、五指
山足球队、临高青年足球队

最佳运动员——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郑炫
最佳守门员——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杨宁
优秀教练员——海口海航红色战车队 刘阳

彤
优秀裁判员奖——王开贤、温永昌、卢传樟、

叶芬、傅声、王继心、蔡敬文、陈国基、邢增江、周宵
优秀组织奖——共青团海口市委、共青团三

亚市委、共青团儋州市委、共青团五指山市委、共
青团临高县委、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足球
队、海南省卫计委足球队、南航部队代表队

红色战车队球员庆祝胜利。

啦啦队来助兴。

文昌队11号球员在决赛中带球突破。两队球员在决赛中争抢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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