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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续费“套路”多

椰岛早茶

本想只开通一个月会员，却在
第二个月被自动扣费；想解除自动
续费，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取消
……时下，手机应用付费市场火爆，
不少用户吐槽一些手机APP的会
员充值服务玩起了“猫腻”，用户购
买的包月服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悄然自动扣费，让本来的自愿选择，
变成了“被动续费”。

面对庞大的付费市场，“被动
续费”非某个手机APP的问题，而
是已经发展成为普遍现象。为了
牟取利益，原本公开透明的“显规
则”，变成了“藏头露尾”的“潜规

则”。毋庸置疑，未以明显方式提
示自动续费条款，已经对消费者的
充分知情权构成了侵害。对此，工
商、网信等部门要承担起监管主体
责任。消费者一旦遇到自动续费
陷阱，要多收集证据，及时与服务
提供方进行协商，必要时还需拿起
法律武器。这正是：

付费充值“玩套路”，
“被动续费”惹人怒；
加强监管不可少，
另需法律来维护。

（图/朱慧卿 文/邓瑜）

@人民日报：别让福彩变“腐
彩”。多名福彩官员接连落马，再证反
腐不留盲区、不设禁区。福彩姓福，不
容肮脏。中央巡视组曾直言“福彩发
行管理存在问题”，并要求“对福彩发
行销售和资金分配使用实行全链条严
格监管”。治病树、找病源、除病根，以

“收复”福彩公信、还彩民公道。
@ 新华视点：刹住炮制“盆景典型”

的歪风。工作才开展，就急于打造样板；
八字没一撇，“先进典型”材料已到位
……一些地方出现炮制“盆景典型”捞取
政绩的歪风。“花架子”中看不中用，经不
起实践检验，老百姓也不认可。刹住这
股歪风，应从源头入手，改革考核评价机
制，多深入实地调研，多听取群众意见，
让“人造景观”失去生存的土壤。

@光明日报：批评滴滴不要否定
其存在价值。忽视用户安全导致的各
类问题，企业必须承担责任，没有辩驳
的余地，也无可推卸。但是批评这些企
业，批评它们存在的问题，不是要彻底
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不是要回到黑中
介、黑车时代，而是为了鞭策这些企业
守住底线，不断改进服务，为我们带来
更安全、更便利的消费体验。 （邓辑）

■ 饶思锐

随着各地脱贫攻坚工作进入“下
半场”，针对扶贫干部的各种奖惩考核
工作也就多了起来。有的地方脱贫工
作成效显著，形势喜人，便通过各种形
式对扶贫干部进行鼓励表彰，甚至在
一线考察和提拔干部，这些无疑是有
助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的；但有的地方脱贫工作成效不
明显，加之有的地方领导心浮气躁、急
于求成，便以考核作为指挥棒，以问责
来倒逼脱贫工作，频频向下级、向一线
党员干部施压，有些一刀切的处罚措
施难免会伤及扶贫干部的积极性。

车行半道要加油，爬坡过坎查刹
车，这是我们长途行驶十分必要的准
备工作。对于脱贫攻坚工作而言，同
样如此。脱贫攻坚工作进入“下半场”
后，无论是对扶贫干部鼓鼓气，还是对
扶贫干部敲敲边鼓，对我们积极做好
扶贫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相信，无论是
哪种形式的评选表彰活动，又或是何
种形式的问责行为，其初衷都是一样
的，即通过“回头看”这一形式，检验工
作成效、总结经验教训，既为优秀扶贫
干部鼓气加油，也勉励其他扶贫干部
向优秀扶贫干部看齐；既总结好的经
验做法，也梳理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接
下来的扶贫工作多探索些好方法，少
走些弯路，进而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平心而论，不少驻村扶贫的党员

干部沉在基层、奔于乡里，十分辛苦，
对其进行表彰鼓励，也是对其扶贫工
作的一种肯定与支持，这本身并无问
题。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考核这些扶贫
干部？对此，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有的是让贫困群众来打分，有的则是
组织上直接评选，有的地方则搞平均
分配，有的地方是各单位推荐，还有的
把评选权交给公众，有的依据脱贫数
据来论英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中做法也都各有利弊。

比如说，如果通过网络投票的形
式进行评选，单纯以票数论英雄，就
难免会脱离实际，甚至会让扶贫干部
误入“刷票拉票”的歧途，甚至让网友
产生人气高扶贫工作就干得好的错
觉；如果为了地域、单位间的平衡，大
搞名额分配，就会使得有的地方、单位
有遗珠之憾，有的地方、单位则会“矮

子里拔将军”；如果单纯比较脱贫数
据，又会对扶贫模式创新者不利……
如果评选方法不够科学、评选依据不
够准确，那么被表彰的便未必是能力
超群之辈，而落榜的也未必不是能力
拔尖之人。这样的评选表彰不仅不
能选出真正优秀的扶贫干部，反而会
让一些扶贫干部为“选票”而烦恼伤
神，同时也让一些未被表彰的优秀扶
贫干部寒了心。

笔者认为，扶贫干部评优罚劣既
要拼“人气”，也要看“疗效”。评定扶
贫干部优劣的关键在于谁来评，依据
什么来评。说白了，对扶贫干部进行
评优罚劣，贫困户最有话语权。但如
果单纯地让贫困户来评，又会陷入新
的问题泥沼。比如说，每个贫困户所
接触的扶贫干部有限，不能进行整体
比较；有的扶贫干部有想法有见地，提

出了很好的扶贫思路，开创了新的扶
贫模式，但却没有参与具体的扶贫实
践，等等。因而，在扶贫干部评选过程
中，我们应制定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既
把贫困群众的意见评价纳入其中，把

“人气”作为评优罚劣的参考标准；也
要参考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把“疗
效”作为评优罚劣的重要依据。

同时，一些地方评选优秀扶贫干
部也不应拘泥于“十大”“百名”，而应
实事求是，不设上限，只要确实优秀
的，就有多少评多少，一律表彰；而对
那些扶贫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干部，也
不应拘泥于是否排名末位，而是该批
评就批评，该勉励就勉励，该调换就调
换。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广
大扶贫干部的荣誉感、责任感，勉励其
尽心竭力做好“下半场”的扶贫工作，
帮助广大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扶贫奖惩 拼“人气”更要看“疗效”
为官当怀“尺”与“耻”
■ 王井怀

去年以来，山西通过年初立“军令状”、年中
“季监测”、年末抓“关键少数”、多角度开展考核测
评，破解“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难题，让干
部有了标尺，撕下混日子干部的遮羞布，实干者得
以崭露头角。

当下，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干部不干事、不作为
的现象。少数干部热衷当南郭先生，平平安安占
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对中央
的重大部署不上心，对群众的呼声诉求不关心。
这些人成了改革落地、政策落实的绊脚石。

究其原因，这与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机制尚
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考核中一刀切、一锅煮的有
之，不换届不考核的有之，流于形式走过场的有
之……为南郭先生们得以生存提供了土壤。久
而久之，这些干部信奉“干多干少一个样，多干
多错少干少错”，尸位素餐，不以为耻，反以为

“聪明”“成熟”。
为官须有“尺”。有“尺”方可量才之长短、德

之优劣。这要求干部考核制度要多角度、全方
位、立体化。既要有对党和人民忠诚的统一要
求，也要有对不同岗位的量体裁衣；既要带上显
微镜，认真考察干部的所作所为，也要带上望远
镜，察看干部在群众中的口碑；既要加强日常考
核，时时有小测验，也要观察在急难险重大考中
的表现……只有综合考量，才能选出有担当、敢
作为的优秀干部。

为官须有“耻”。当官避事平生耻。羞耻不能
只靠良心发现，更需通过外在制度的约束，形成内
化于心的警戒。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平、透明的考
核体系，让碌碌无为者露出马脚，让阳奉阴违者原
形毕露。对考核末位的干部，如确属不担当不作
为，要敢于真提醒、真批评、真摘帽。让不作为者
既失面子又失里子，才能塑造“以苟活为羞，以避
事为耻”的干事创业氛围。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
的时间节点上，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路上的各种挑
战，党员干部要拿出敢闯敢干的锐气勇气，啃硬骨
头、涉险滩、闯难关，把工作做到实处。

■ 侯小健

用土灶熏烤加工槟榔，拆！近日，
定安县、万宁市多部门联合行动，共拆
除多个村庄36个加工槟榔的土作坊，
597 个槟榔熏烤土灶。通过铁拳治

“烟”，还清新空气于民众。
槟榔是海南第二大热带经济作

物，被称为“绿金”，是政府扶持发展
的一大支柱产业。但采用传统土法
工艺熏烤槟榔产生的滚滚浓烟却使
周边百姓长期遭受“榔烟”熏扰。土
灶熏烤加工槟榔，不仅污染当地空
气，还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饱受群众诟病。

这些小作坊之所以禁而不绝，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利益驱使，这种
土灶熏烤的加工方式投入低利润高，
自然备受“青睐”；二是当地政府疏于
监管，使得这些小作坊有恃无恐。

当下，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

大家意识到槟榔加工不能走老路，而
要“绿”字当头，推动槟榔加工产业绿
色转型，保护好海南的青山绿水。可
以说，彻底取缔落后的土灶熏烤加工
槟榔作坊刻不容缓。诚然，拆除熏烤
槟榔小作坊，动了一小部分人的“奶
酪”，但换来的却是环境质量的改善，
保障的是公众的环境权益。因而，我
们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环保账。健
康环保是海南槟榔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可以考虑以绿色环保的高压蒸汽
炉或电炉取代传统加工土灶，避免“户
户点火，村村冒烟”，有效减少传统烟
熏槟榔带来的大气污染。

推广节能环保型槟榔烘干新技
术，一次性投入较大，需要政府制定
相关优惠政策，并给予适当的技改
补助，做到“扶其上马，再送一程”。
只有这样，才能助推槟榔加工产业
绿色转型。此外，也可由政府牵头，
组织加工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整
合资金，抱团发展，做大槟榔绿色加
工“蛋糕”，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民增
收“双赢”。

槟榔加工要“绿”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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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生态农业品牌系列宣传之六）

温泉鹅是琼海众多优质特色农产
品之一，主要养殖在万泉河中下游沿
岸的嘉积镇、博鳌镇、中原镇等地，这
里水草丰茂，为温泉鹅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环境。近年来，随着温泉鹅知名
度的不断提升，市场需求量与日俱增，
琼海温泉鹅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我们夫妻俩
光靠养鹅，一个月收入上万元完全没
问题。”眼下正是销售旺季，在琼海市
阳江镇利试考村，村民梁启健正用刚
刚购回来的椰蓉给温泉鹅“加餐”。在
他看来，温泉鹅市场价格稳定，销路不
愁，是个有奔头的“事业”。

不偏村是琼海养鹅的“明星村”，

村里80%左右的家庭养鹅。“从我记
事起，村里就已经开始成规模养鹅
了。”不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何声源介绍，近几年来，村民们纷纷加
入养鹅的队伍，不仅实现了全村脱贫，
养鹅赚钱盖起的“鹅楼”也越来越多，

“如今咱们琼海的温泉鹅名气越来越
大，不愁销路，村民们养鹅的信心更足
了。”

据悉，目前，琼海正在力推琼海温
泉鹅产业发展，努力提升知名度和影
响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
温泉鹅美食之乡”等正在加快申报之
中。今年，琼海市政府将温泉鹅纳入
重点优先打造的5个农产品品牌之
列，力推温泉鹅产业做大做强。

琼海创新推动温泉鹅产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做大做强“鹅产业”

鹅！鹅！鹅！唱响致富“好声音”

走进琼海市嘉
积镇不偏村，一栋
栋整齐的楼房格外
显眼。房前的槟榔
树和橡胶林下，有
一群群肥硕的大白
鹅正在引吭高歌，
十分惹人喜爱。“别
小看这些鹅，可值
不少钱呢！”不偏村
养殖户唐问才乐呵
呵地介绍说，不少
村民的小楼都是养
鹅挣钱盖的。

温泉鹅是琼海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产业。据介绍，
2017年，琼海全市
温泉鹅出栏100万
只左右，产值逾1.8
亿元，并初步形成了
温泉鹅育苗、养殖、
填肥、餐饮等上下游
产业链。目前，琼海
正致力于推动温泉
鹅产业化、品牌化、
规模化发展，使之成
为琼海真正的王牌
农业。

“闻香下马，知味停车。”在琼海，有一种美
食当得起这个赞誉，那就是温泉鹅。四嫂鹅肉
店、琴旺鹅肉店、新井鹅肉店、农厨好味、温泉海
星田园鹅庄……从琼海市嘉积镇驱车前往温泉
新村，一路鹅肉美食店不胜枚举，食客络绎不绝。

烧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
滴；白切鹅鲜香醇正，清爽滑口，肥而不腻；鹅
煲回味绵长，唇齿留香……作为琼海著名的
特色美食之一，温泉鹅已逐渐成为众多游客
和当地居民青睐的美味佳肴。

“我们这里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
100只鹅。”琼海市嘉积镇温泉新村农厨好味
负责人介绍。作为琼海市当地特色的餐饮店
之一，农厨好味主打的特色菜当然少不了琼
海的温泉鹅。

“我们就是奔着温泉鹅来的，怕周末人多
没位置，特地挑了这个时间过来。”9月13日
中午，虽不是节假日，但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
的四嫂鹅肉店内却座无虚席。来自海口的吴
先生一直对琼海温泉鹅青睐有加，四嫂鹅肉
店就是他经常光顾的鹅肉店之一。

餐饮业的红火，不仅使琼海温泉鹅有口
皆碑，也有力地带动了温泉鹅养殖产业的发
展。琼海市畜牧局局长王仪介绍，随着市场
需求的不断扩大，琼海逐渐形成了温泉鹅养
殖、填肥、销售、餐饮等上下游产业链。

据介绍，专门从事温泉鹅产业化运作的
海南温泉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除出产活鹅
外，目前还推出了全净膛速冻鹅，保质期可达
8个月，迈出了琼海温泉鹅向省外扩展市场
的重要一步。
（本报策划/徐一豪 容朝虹 撰文/容朝虹）

“东西吃在嘴里，味蕾会告诉
我们这是不是好东西，品质很重
要。”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种养经验
的“新农人”，琼海葆丰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卢业锋无论对种
植还是养殖都颇有心得。

决定琼海温泉鹅品质的，除
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独特的饲养
方式也是重要因素。过去，温泉
鹅以农户散养为主，产量小，远远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何做到既
增加产量又保证品质，这不仅是
摆在农户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
多年来制约琼海温泉鹅产业发展
壮大的瓶颈。

“为了有效地提高产量，我们

创新了养殖方式，进行分阶段、分
批次饲养，加大周转率。不仅保证
了温泉鹅的品质，又能提高产量，
扩大规模，有效增强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实现经济效益大幅增加。”
卢业锋介绍，目前合作社中参与养
殖的专业户主要专养育肥鹅，一年
可出栏9批次。

近年来，随着温泉鹅市场需求
的不断扩大，琼海以温泉鹅养殖为
主的专业合作社、企业以及农户纷
纷创新养殖方式，并逐渐形成合理
有效的养殖规范，真正做到了在向
市场要效益的同时，也能保证品
质，从而为琼海温泉产业的发展给
出了“破题之道”。

养鹅渐成规模 农民致富有道 创新养殖方式 打破发展瓶颈

味道好品质佳
食客闻香纷至

1 2

3

温泉鹅以食百草为生，育肥阶段入笼填养，以糠等粗饲料填食。阮琛 摄白切温泉鹅。乐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