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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别推过了头

治理秸秆焚烧
要有农民视角
■ 邹大鹏 王建

农业大省黑龙江近期多次发布霾预警。有群
众反映，闻到了“烧秸秆味儿”。秸秆焚烧污染环
境是广大农村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背后是当
地农村生活改善、农业生产高速发展与秸秆资源
有效利用不足之间的矛盾。要破解这个难题需要
有农民视角。

记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随着农村基础设施
的日益完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洁
净能源和秸秆替代品逐渐普及，很多牧场直接用
青贮玉米做饲料，土地流转集约化经营、产能提高
后，过去可以拿来生火、取暖、喂牛羊的秸秆，如今
不吃香了。

此外，由于“不划算”，农民有效回收利用秸
秆也没积极性——一方面销路难找，即便找到回
收企业，人力和运输成本高，只能是赔本赚吆
喝；另一方面，秸秆还田要依靠大型农业机械在
收割中粉碎深犁，这些“大家伙”的购买和租用
价格不菲，小农户负担不起。烧了还田是农民无
奈的选择。

烧，污染环境；不烧，没法种地。小秸秆暴
露出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
存在的短板。破解这个难题的钥匙在于让农民
觉得划算，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

一些农民期盼，政府能出台类似“粮食直
补”的“秸秆补贴”政策，将实惠直接发放给农
民，鼓励更新配套粉碎机等农机具，或组建合
作社购买农机服务，将秸秆在收割阶段直接
消化。

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加大投入，重点解决秸秆
处理中的农业设施不足和秸秆加工生产成本高的
问题；鼓励生物燃料、可降解包装材料等高新技术
企业在村屯附近布点；完善物流体系和半径规划，
提升秸秆附加值和销售价格，让秸秆变废为宝，成
为农民新的增收项目。

■ 饶思锐

机动车的快速增加，让停车难成
为整座城市的困扰，而在医院则体现
得尤为明显。在海口各大医院门口，
经常可以看到等待进院停车的车辆排
成一条长龙，有时排队进入医院就可
能耗时半个小时，不仅影响患者及时
就医，道路交通也受到影响。（11月8
日《南国都市报》）

医院停车难成为常态，有客观原

因，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汽车保有量持续
上升，开车去医院看病的人数也节
节攀升，加之一些医院在规划布局
时缺乏远见，存在停车位规划不足、
内部交通环线设计不合理等历史遗
留问题，同时，相关部门对医院周围
交通的管控、引导也不尽如人意，诸
多因素叠加，使得医院停车难成为
常态。这不仅影响群众的看病效
率，也对医院周边交通产生影响，使
得群众颇有怨言。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不少公共场
所都存在。如有的学校、车站、公
园、办事机关等单位停车位一位难

求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受客观因素
制约，有的则是受规划滞后等历史
因素影响，尚且情有可原。但有一
些公共场所气势恢宏、装修华丽，硬
件设施建设十分超前，但是与之相配
套的公共服务则迟迟没有跟上步
伐。如一些公共服务企业和办事机
关缺少供群众休息的坐椅，卫生间仅
供内部员工使用，不提供饮用水等
等，有的公交站台没有遮阳棚，有的
公共场所通讯信号较弱，有的服务
企业禁止非机动车进入，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这些问题与基础设施的
建设并无关系，而是相关企业、单位
公共服务理念不到位造成的。比

如，有的工作人员精神懈怠、能力不
足、脱离群众，缺少一颗利民、为民之
心，不能事事时时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有的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群
众的呼声、意见置之不理，不管不问；
甚至有的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对反映
问题的群众恶言冷语、敷衍了事；还有
的领导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
性，或者乐得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不
思进取，缺乏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勇气……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
疏远了群众。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服
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这就是希望我们以人民

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
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公共场所是服务人
民的场所，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可以说公共场所的硬件建
设和公共服务配套的完善，直接关系
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因
而，在公共场所的建设管理上，我们
必须要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
愿，不断解决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
不断完善相关服务配套，有些可以马
上就解决的问题要马上就办，有些需
要统筹考虑、从长计议的问题也要早
日列入议事日程，不断为人们创造便
捷、舒适的生活。

公共场所配套服务关乎美好生活

一次付款，终生享用，还有这等
好事？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某电商平
台上，一个酒类商家推出了“一生一
世的酒”，客户在“双十一”当天支付
11111元，即可每个月收到商家寄送
的一箱酒，直至客户过世。如果购买
人5年内发生意外，可以提供直系亲
属身份证信息以继续享受服务。

“双十一”临近，商家纷纷应机而
动，使出浑身解数各式推销，企图从
中分一杯羹。这不，竟有商家推出让
人大跌眼镜的“一生一世的酒”。该
促销看似实惠，可细细琢磨，猫腻颇

多。现在包票打得很响，但一生一世
毕竟成本高昂，商家是否真正承担得
起？再者说，时间如此之长，如果商
家破产了，或者商品质量跟不上，消
费者又该找谁理论？打折促销无可
厚非，但推销不能推过了头，一味地
只想着从顾客兜里圈钱。这正是：

电商狂欢多噱头，
一生一世终身酒；
商家无利不起早，
奇葩推销让人愁。

（图/朱慧卿 文/邓瑜）

江苏省政府11月7日通报了不见
面审批（服务）改革进展。作为其中重
要的一环，江苏积极推动开展政务服
务网上办理，截至目前，全省已申请实
施的 118857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
网上办理，占比达 98%。（11 月 8日
《中国青年报》）

据悉，江苏着力推进政府服务“一
张网”建设，通过省、市、县三级统一的

“江苏政务服务网”，打通了各级各部
门业务办理系统。政府服务“一张网”
一方面实现了部门之间信息资源的共
享，让数据“跑”起来；另一方面，对办
事群众而言，“不见面审批”既免去了
东奔西走的劳身之苦，更免去了上下
求人的劳心之累。江苏政务服务网还
引入“淘宝”概念开设综合旗舰店，将
政务服务纳入旗舰店，用户可直接给
政务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

同时，“不见面审批”也让企业运
营更加高效。比如，“企业3个工作日
内注册开业、5 个工作日内获得不动
产权证、50个工作日内取得工业生产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这不仅节省了
企业办事的成本，也有利于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不断激活企业家们创业发

展的积极性。
事实上，“不见面审批”正在一些

地方推广开来。比如，海南省政府印
发《海南省推行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
审批”实施方案》，提出到2018年底，实
现80%的审批服务事项“不见面审批”，
原则上办件量占总办件量的80%；宁夏
也出台了《全区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
改革工作方案》，提出到 2018 年 6 月
底，八成事项实现不见面办理。

笔者以为，在推广“不见面审批”
的基础上，相应的互联网知识普及也
应该跟上。尤其是中老年人和偏远农
村地区民众，对智能设备以及网络操
作还不熟练，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
和能力还有待增强，享受“不见面审
批”服务时难免会遭遇诸多困难。这
就需要通过网络知识、“不见面审批”
流程进社区进农村等，提高民众网络
知识水平和网络使用能力。

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将会提供更加“智慧”的服务，“不
见面审批”也必然会成为政务服务的
主流。当然，为人民服务没有止境，作
为政府部门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既要“与时俱进”更应“与
需俱进”，以实现政务效能和政务服务
水平的双提升。 （杨玉龙）

“不见面审批”当成政务服务常态
@人民日报：记者节，无须一味自

我感动。记者节又至，向每位新闻工
作者致敬。但我们深知，可以抒情，无
需煽情，更不能矫情。有志向的记者
不会沉湎于过去的荣光，一味自我感
动；自我严格要求的记者，会继续俯下
身、沉下心，将新闻写在大地上，推出
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扯着国学的“皮”，
丢了教育的“魂”。豫章书院的龙鞭刚
刚收起，小学家委会竞选的喧闹声就
响了起来，你来我往的舞台上，背景
迥异的人共同演了一出教育魔幻大
戏。在这个问题上，先进的制度和理
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让这
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给教育留一点空
间，不要用你输我赢的丛林规则死死
拽住教育不放。

@法制网：全面追责有利于树立
招聘公信力。近日，人社部印发《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规定》，对公开招聘中存在的违纪违
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事业兴衰，唯
在用人。对于事业单位来说，明确好
招聘环节的违规违纪成本，有利于正
风肃纪，有利于公平公正。期待此规
定能严格落实，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更具公信力，使事业单位能够更合理
地选人用人。

到儋州游玩，有一种美食不容错过，
那就是光村沙虫，其虽貌不扬但却极其
美味，让品尝过的人一想起沙虫的鲜美，
便不由得垂涎三尺。光村沙虫于2016
年获得儋州“十大名菜”入选奖，加上营
养价值丰富，富有“海洋虫草”的美称。

但由于野生沙虫的数量有限且难以
满足市场的需求。为此，海南光村湾实
业有限公司经过5年养殖研究，现已掌握
沙虫生长育苗过程，实现沙虫人工养殖，
借助沙虫产业，儋州计划打造光村沙虫
主题公园。

沙虫味美，产量供不应求

说到光村，很多人会想起那长约25
公里沙质雪白细腻的银滩与鲜美的沙
虫。自泊潮港湾至西北面的沙井湾，榕
桥江在此入海，淡水与海水交汇处正是
优质沙虫生长的绝佳地点。

沙虫又名方格星虫或光裸星虫，俗
称“沙虫”，是我国南方海产珍品。它的
形状很像一根肠子，呈长筒形，体长约
10厘米至20厘米，且浑身光裸无毛，体
壁纵肌成束，每环肌交错排列，形成方块
格子状花纹。沙虫虽然没有海参、鱼翅
等海产品名贵，但味道鲜美脆嫩，为海
参、鱼翅所不及。

儋州光村镇出产的沙虫以其肥美、
嫩滑的口感成为儋州特色美食的代表，
也是近年来儋州市精心打造九大农产品
品牌之一。

儋州光村湾有25公里的海岸线，有
2万多亩的海滩可采挖沙虫。由于湾内
地势平缓，水流相对缓慢，适应海产品的
生长，再加上入海河流多，在咸淡水交界的
海区，生物链丰富，海洋生物的营养源多，
给靠吃硅藻的沙虫提供了丰富的饵料，所
以光村湾出产的沙虫，品质最为优良。

在儋州市光村镇，人们自古以来就
有赶海挖沙虫、吃沙虫的习惯。每当太
阳刚从海平面升起，当地沿海渔民就迎
着朝阳出发，他们趁着潮汐褪尽，风平浪
静之时，在光村湾的海滩上采挖沙虫。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于他们来说，是

沙虫经年累月承载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生
活于光村湾的渔民。

此外，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因为对
生长环境的质量十分敏感，一旦海水被
污染或水质略有改变，沙虫便会大批死
亡或逃离，因而其有“环境标志生物”之
称。然而，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大量的
采捕，野生的沙虫数量十分有限。

面对有限的野生沙虫资源，当地人
逐渐尝试是否可以人工养殖，但并没有
取得成功。光村沙虫，这样的美味难道
慢慢的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味道吗？

五年摸索，沙虫养殖产业化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蛰
伏五年之后，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
打破了“沙虫不能养殖”的禁锢，让光村
沙虫形成规模化养殖。通过研究，这家
企业基本掌握了沙虫的生长习性和环境
要求，并且获得了突破性成功——沙虫

人工化养殖，成为了光村镇唯一的一家
规模化养殖的企业。

在光村镇屯积村的光村湾沙虫产业
化养殖示范基地，300亩的虾塘已经完
全被改造成了沙虫养殖基地。“光村沙虫
是海产精品，也是我们光村镇的特色品
牌，看着野生的沙虫日益减少，以及广阔
的需求市场，我就萌生了人工养殖沙虫
的想法”。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王博文介绍道。于是从2010年
开始，养虾多年的王博文把所有的注意
力都投入到沙虫的人工培育。

五年的时间，王博文投入上千万元
进行研究以及虾塘改建，终于在沙虫生
长环境，沙虫所需营养物质以及种苗培
育等方面取得突破，人工养殖沙虫取得
成功。养殖沙虫利用光能技术、微生物
技术，把天然有机物转化成为沙虫饵料，
使沙虫成为有机食品。

“以前是人工挖，现在是水枪冲，我
们采取抓大留小模式，对合格的沙虫进

行捕捉，对幼小不合格的进行放生养
殖。养殖场利用生物技术修复沙虫生活
环境，采取不投料，不用药，保护好养殖
环境，保证沙虫品质。”王博文说。

在水流的冲击下，一条条可爱的沙
虫很快浮出水面，工人们忙着打捞个头
大的，那些个头小的则迅速钻进沙子里
面。王博文解释说，为了躲避天敌的侵
袭，沙虫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练就快速
钻沙的本领，而养沙虫的沙粒要适中，含
沙量要达到85%以上。据他介绍，公司
已建成高标准的沙虫养殖基地，可常年
全天候采捕和供应沙虫产品。

说起光村沙虫的经济效益，王博文
说：“这沙虫好养，它吃微生物，不用投
喂饲料，只须种苗成本，投苗时间主要
在每年清明节前后，由于光村海滩沙质
水质都好，所以养出来的沙虫质量好。”
现在，该公司养出来的沙虫肉厚、脆，易
去沙，味道十分鲜美，已成为市场上的
抢手货。

如今，王博文除了300亩的基地养
殖，还有1000亩的滩涂养殖场，去年公
司生产的沙虫产品有5万斤左右，今年估
计能达到20多万斤，但即使这样，也还是
供不应求。据了解，该公司的沙虫产品
目前以省内市场为主，新鲜的沙虫市场
价格达到50元—60元/斤，而沙虫干的
市场价格则达到800元—1200元/斤。

沙虫公园，
助推多产业融合发展

现在，王博文的沙虫养殖技术日趋
成熟，扩大生产基地、增加产能、提高产
量成为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王博文
说，打算利用光村湾海滩涂资源，开发
海洋牧场，指导周边沿海村庄村民及贫
困户参加海滩涂养殖沙虫，利用2年的
时间规划完成光村湾5000亩海洋牧场
建设，使光村湾沙虫年产量达 250 万
斤，年产值达1.5亿元，帮助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
除此之外，王博文计划再投入资金

3000万元，建设1000亩高标准沙虫生
态“育苗+培训”基地，每年预计培育4亿
至5亿尾光村沙虫良种良苗。并带动光
村湾沿海6个村约2890户农户，利用光
村湾海滩涂资源，采取“苗种供应+示范
养殖技术指导+产品回收”及“合作社+
农户+产品回收”经营管理模式，扩大光
村镇沙虫养殖产业，助推光村沙虫养殖
经济可持续发展。

“光村镇屯积村靠近海边，我们要
依靠沙虫产业，建设休闲客栈、采捕体
验、美丽乡村等游吃玩住的多产业综合
体”王博文表示，还要投入2000万元资
金建设沙虫深加工食品厂，拓宽沙虫销
路，增加收益。除了建设高标准的沙虫
养殖基地，可常年全天候采捕和供应沙
虫产品外，还将接纳游客到养殖基地和
沙滩亲身体验沙虫采捕、观摩加工，品
尝美味的沙虫，打造出光村湾“沙虫王”
的品牌形象，形成现代沙虫文化休闲体
验观光园。

据了解，光村沙虫主题公园项目定
址在光村镇屯积村，此项目将打造成集
沙虫产业化生产、捕捞体验、科普观光、
美食养生、亲子游乐、滨海休闲和古村度
假为一体的中国首个沙虫主题文化园
区、沙虫文旅创意基地。该项目在全省
具有独创性、唯一性和稀缺性，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海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海南全域旅游规划和儋州的发展实际。
该项目还是儋州现代农业核心基地项目
的启动项目之一，也是儋州产业扶贫项
目之一。

对此，光村镇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市
政府将按照一镇一品规划，投入资金，把
该基地打造成为现代沙虫观光园，打造
沙虫品牌，让游客体验沙虫文化，进一步
带动光村镇老百姓就业。“沙虫产业，给
光村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把光村
推介出去，做大做强海文章，提升光村经
济实力的一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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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村沙虫走向产业化发展，计划打造沙虫主题公园

光村沙虫：沙子里选出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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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沙虫养殖场的沙虫。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300亩沙虫养殖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