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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瑜

人便利了，也不能让鸟受罪

涛声
海文大桥于3月18日正式建成通

车后，立即成为海南新的地标建筑物，
很多群众甚至连夜赶赴海文大桥，想
一览大桥灯光下的美丽夜景，但却发
现海文大桥并未设置高杆的路灯照
明，只在护栏处设置了低矮的照明设
施。（3月20日《海南日报》）

按理说，海文大桥作为海南岛最大
的跨海大桥，主塔高达180米，加上桥梁
整体面貌恢弘大气，具有很强的景观价
值。站在提升观赏性的角度来看，做好
做足海文大桥的景观亮化工程，本是一
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设计者和施
工方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很低调地采用
了低矮照明设施，何也？这看似很不起
眼的道路设计，背后却深刻反映出时刻
以生态为先的可贵定力。

何以这么说？我们看看周围环境
便可了然。海文大桥紧邻东寨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

“居民”——候鸟。安装低矮照明设施，

从人类出行角度来看，或许不是最优选
择，但却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举措，
可有效避免灯光太高、太强而干扰鸟类
作息。人便利了，也不能让鸟受罪。路
灯设置明暗之间的抉择，展现出建设者
坚守生态为先的责任担当。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
革命性变革。可喜的是，在海文大桥的
设计及建造上，坚持生态为先已经成为
一种习惯。事实上，回顾过往，为了让
300棵树有尊严地生长，吊罗山旅游公路
多次改道；为了给白鹭营造良好栖息地，
海口凤翔湿地公园多次修改设计方案
……不要浮华“面子”，专注生态“里子”，
让空间于生态越来越成为行动自觉。

古人言，“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
而人之欲无极。”自然是人类行为的一面
镜子，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会影响和反作
用于人类。我们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的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才能守护好海南发展的最大本钱，实
现海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时
事
图
说

通缉焉用童年照？
3月19日，云南镇雄县公安局

发布悬赏通缉百名在逃犯罪嫌疑人
的公告，网友发现部分在逃人员所
配照片是小孩照片。面对“用童年
照追逃”质疑，镇雄警方回应，因为
找不到近照和“犯事”时的照片，只
能用能找到的照片。19日晚，该通
告已被删除。

乍一看，还以为在通缉未成年
人，再往下看，原来是通缉成年逃
犯，这“最嫩”通缉照实在“考人眼

力”。如此“操作”显然很不专业。
照片难找，画像如何？再者，是警方
内部难找，还是互联互通之后依然
不得？须知，方法不对，工作做得再
多也是无用功。这正是：

嫌犯信息多难找，
通缉竟用童年照；
天差地别人难识，
出逃在外自逍遥。

（图/王铎 文/张成林）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
知，要求立即停止一批违规广告，“椰
树牌椰汁”部分版本广告因片面追求
感官刺激等问题，亦在被禁之列。这
既是对一段时间以来公众质疑的有力
回应，也给涉事企业敲响了一记响亮
的警钟。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
经济。“酒香也怕巷子深”，企业做宣
传、打广告，追求轰动效应，博取公
众关注，本来无可非议。现实中，就

有不少企业因为品牌营销充满文化
创意和想象空间，让产品在市场上
迅速打开了销路，并占据了一席之
地。但营销策划也得守规矩，必须
遵循社会风尚，起码不能违背公序
良俗，这是不能突破的底线，也是不
可触碰的“高压线”。谁如果在这事
上犯糊涂、“逞英雄”，就是自己往

“ 枪 口 ”上 撞 ，拿 企 业 的 未 来 当 儿
戏。毋庸讳言，审视上述涉事广告，
最大的问题就是误把低俗当创意，
把肉麻当卖点，让很多人看了之后，
难以想象它是在给一款自己喜爱的
饮品打广告，更难以想象这是一家
原本品质过硬、声誉良好的知名企
业做的营销推广。然而，现实就摆在
面前，不得不信。

“明明可以靠品质吃饭，为何偏
拿‘卖弄风情’博眼球？”很多消费者
对椰树集团的营销方式难以理解、
深为纳闷。品牌营销上暴露出来的
种种问题，说到底是企业的经营理
念乃至价值认知出现了偏差。一方
面，相关企业误以为品牌营销就得

“语不惊人死不休”，只要能在受众
中留下深刻印象，便不管其内容健
康不健康、导向正确不正确，更不管
受众看了会怎么想；另一方面，低俗
广告有时就像“臭豆腐”，尽管一直
以来都饱受公众诟病，但屡经监管
部门打压仍有漏网之鱼，而现实中
一 些 人 确 实 一 时 从 中 获 得 了“ 实
惠”、尝到了“甜头”，这又助长了相
关 企 业 的 侥 幸 心 理 ，于 是 跟 样 学

样。殊不知，这些营销推广行为看
似让企业博得了关注，其实是在给
自身形象抹黑；看似让企业名声在
外，其实是恶名远播。

“做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
钱的问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
业，这才是本分。”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福建代表团
审议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对企
业经营者来说，实实在在、心无旁骛
做实业，关键就是要多在提升产品质
量上下功夫，有靠质量赢市场的志
气，有做“百年企业”的雄心。事实
上，很多时候，产品质量上去了，品牌
形象自然靓起来。倘若一门心思扑
在提高品牌知名度上，总想着一夜成
名走捷径，这是心浮气躁、没有自信

的表现，也是缺乏操守、不守本分的
体现。其结果，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搞得不好还会让多年的辛苦经
营毁于一旦，并波及整个产业。不妨
看看，那些热衷“剑走偏锋”的企业，
有多少不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那些靠低俗广告一时“上位”的企业，
又有几个没有砸了招牌？

“吃一堑，长一智”“知耻近乎
勇”。低俗广告被禁了，就该明白今
后要怎么做。对涉事企业来说，未来
的路还很长，眼下最重要的是真正从
这件事上汲取教训，并拿出实实在在
的整改措施。与此同时，还应反思如
何刷新、提升品牌形象。惟其如此，
才能让公众从中感受到诚意，不枉费
广大消费者的一番期待。

酒香何必“走偏锋”
■ 朱衡明

微评
@人民日报：监管者别当“罩中

人”。拍客暗访一次性口罩“工厂”发
现，边角料回炉成原料，随意贴牌标示
医用。这样的口罩，谁敢戴？但吊诡
的是，没人举报就没问题。问题就在
那里，没人发现，无人监管，谁之责？

@光明日报：就是不想睡！“报复
性熬夜”报复了谁？明知熬夜危害、
在夜里也没要紧事做却依旧熬夜的
年轻人，为自己贴上了“报复性熬夜”
的标签。因为熬夜忘了主业，甚至在
白天精神萎靡、提不起精神，就是一
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报复。荒废了
时光，就抛弃了理想。毕竟，在这个
讲究公平和效率的社会里，没有人会
同情那个趴在高速公路边打盹的人。

@广州日报：“码上监督”还要“马
上办”。今年以来，邯郸市纪委监委创
新监督方式，为全市所有办理事项逐
个制作了专属监督二维码，将办事流
程、权力清单全部纳入二维码中。监
督二维码，对于监督者来说，不必打监
督电话，扫扫二维码，在手机上操作即
可，“指尖监督”让监督来得更方便。
但要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码上监
督”尚需后续配套工程支持。（张 辑）

3月19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卫健委共同发布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规定》，从4月1日起执行。《规定》中要求，中小
学幼儿园负责人应与学生一起进餐，实行用餐陪
餐制。换言之，孩子们在食堂里吃什么，学校负责
人就吃什么。这对于加强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无疑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孩子们舌尖
上的安全又多了道防线。

陪学生用餐，归根结底，是为了激发校方的责
任心，让学生吃得放心、安心。在食堂就餐，食材
新不新鲜，饭菜可不可口，一吃便知。学校负责人
亲身到食堂走一走、吃一吃，一来，可以更深入了
解学生就餐环境以及饭菜质量；二来，可及时接收
学生就餐的反馈意见，进而开展针对性的管理；三
来，可倒逼食堂管理者对饭菜供应给予足够的重
视，确保饭菜更营养可口。

学校负责人到食堂用餐，是一种角色转
换，从管理者转换为了就餐者。食堂管得好不
好，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学校负
责人用餐陪餐，也是在体验自己的管理成果，
管得好自己吃得也好，管得不好自己吃着也遭
罪，由此便可唤起学校保障食品安全的责任
心，激发管理者对学生用餐的高度重视，及时
对食堂环境、食材等进行检查，让学生吃到放
心餐、营养餐。

其实，陪餐制并非首次出现。以海南为
例，早在 2014 年，全省校园安全工作会议便要
求，校长要带头执行学校食堂领导干部陪餐制
度，而眼下该陪餐制却形同虚设。可见，要想
把陪餐制落实好，还有很多环节要抓。例如，
如何才能监管到位，真实掌握各学校的施行情
况；如果执行不力，如何惩罚；具体实施效果又
该怎么衡量……这些问题解决不好，陪餐制难
免再次落空。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教育是社会的良心，而安
全是教育的底线。让孩子吃得放心、吃得安心，推
行陪餐制还只是防线中的一环，除此之外，还要高
扬法律利剑，坚持严管和严惩相结合，建立切实可
行的长效监管机制，打好守护学生用餐安全的组
合拳，只有如此，才能为校园食品安全筑起牢固防
线，真正确保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锐评

■ 韩慧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陪吃不是目的
责任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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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发
展迅速，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持
续增长，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快速
普及，软件技术架构加速向互联网化
转变。在这个背景下，信息技术服务
标准（ITSS）得到了快速发展。

什么是ITSS？ITSS对信息技术
服务有着怎样的影响？3月19日，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指导下，由省软
件行业协会承办，广州赛宝认证中心
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年信息技
术服务标准（ITSS）海南省宣贯会在
海口市召开，来自省内各地70多位信
息技术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参
加会议。会上，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
务有限公司IT认证部有关负责人为

大家解答了关于ITSS的各种疑惑。

何为ITSS？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nforma-
tion Technology Service Stan-
dards），简称ITSS，是一套体系化的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库，全面规范了信
息技术服务产品及其组成要素，用于
指导实施标准化的信息技术服务及服
务管理，以保障服务是可信赖的。

在3月19日的宣贯会上，上述负
责人向大家介绍了ITSS的发展历程
和价值标准，她表示，“ITSS的价值标
准在于完善IT服务的认证和监管体
系，帮助服务行业形成长效机制，推动
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发展。”

据了解，ITSS标准研制工作于
2009年启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
家标准委员会为此成立了ITSS指导
协调组和工作组；2012年 10月，与
ITSS相关的4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符合性评估
工作；2013年4月，首批共18家企业
通过运维通用要求符合性评估；截至
2019年 2月，全国已有超过2000家
企业通过了评估，取得了 ITSS的相
关证书。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迅速
发展，服务需方和供方都对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用
到信息技术服务的甲方单位和提供信
息技术服务的乙方单位，都可以实施
ITSS，进行ITSS评估”。该负责人表

示，企业通过实施ITSS，一方面可以
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服务管理水平，
另一方面通过证书证明自身的竞争
力，目前ITSS证书在很多行业的招投
标时可以作为加分项。

如何申请？

据了解，运维服务能力成熟度模
型的结构从低到高分为4个级别，分
别是四级基本级，三级拓展级，二级
改进（协同级）和一级提升（量化）
级。企业按照成熟度模型等级要求，
对应自身条件申请ITSS运行维护符
合性评估。

在宣贯会上，该负责人还详细介
绍了ITSS运行维护符合性评估申请

流程。据悉，ITSS运行维护符合性评
估需要经过企业提出申请、现场评估、
ITSS秘书处组织专家评审或企业答
辩、公示等程序。企业在获证之后还
需按要求进行监督和换证的评估，以
持续保持证书的有效性。

“通过ITSS运行维护符合性评估
的获证企业不仅可以提升自身运维服
务规范化的管理，还可以证明自身的
运维服务管理能力是得到认可的，海
南的很多企业目前还不够重视，但实
际上这对于企业还是挺重要的，比如
招投标的时候也会作为企业的增值
点。”海口华瑞南方电气有限公司项目
申报主管钟寒阳表示。据悉，该公司
已获得ITSS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三
级证书。

海口召开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海南省宣贯会

提高企业服务能力 助力信息产业发展

（策划/林青 撰稿/柳莺）

参会人员学习ITSS相关知识。
省软件行业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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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海口市美兰
区三江镇眼镜塘村上东田洋里，一片数
百亩的美兰三角宁地瓜已经成熟，田地
里农民正忙着采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村民王林一家三口齐上阵，因为
他家的10亩地瓜已经收到了线上收购
商的订单。“春天我就迎来了一个收获的
季节。”王林笑着说。

从2015年开始，美兰区依托本地富
硒、富锗的资源优势，从品种、供销、推介
等环节推进三角宁地瓜的品牌化建设，激
发了地瓜产业活力，也带动了农民增收。

改良技术
扩大产业规模

“虽然口感不错，但是外观丑，我们
只能在海口本地市场销售。”海口锦坤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世群说，3年前，演丰、
灵山、三江3镇所产的美兰三角宁地瓜
有口碑却卖不出好价钱。由于没有规模
化种植，产量不高，销量不高，农民种植
积极性也不高。

如今，这3个镇种植的地瓜均获丰
收，销量也上去了。可喜的变化得益于
美兰区政府主动联系省农业科学院的专
家队对三角宁地瓜进行改良，引进了脱
毒种苗和配套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经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专家组鉴
定，应用这项脱毒技术生产的地瓜在皮
色、薯型、商品果和优等果产量等方面均
明显优于日本脱毒苗和未脱毒苗。”省农
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
红林介绍，脱毒地瓜的优越性在于增产
效果明显，与相同品种的普通地瓜相比
增产幅度可达20%～200%。同时，脱毒

地瓜薯皮光滑，色泽鲜亮，薯块整齐，切
干率和出粉率提高1%以上。此外，脱毒
地瓜不仅脱去了病毒，还通过茎尖培养
去除多种真菌、细菌、线虫等病原菌，使
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大大减少。

“技术改良后，地瓜的产量从500
斤/亩增长到了2000斤/亩。”海口市演
东三角宁地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符史伟
说，产量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很快
就提高了，种植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政府扶持
产业路越走越宽

在改良技术提升品质的同时，近3
年来，美兰区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一步一步地通过扶持重点农业合作社、
举办生产技术培训班、推广“公司+基

地+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等产
业化经营模式等方式，把三角宁地瓜打
造成富硒、富锗的农产品品牌。

曾经，因为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不明
显，美兰地区的农民在地瓜的种植上大
多都是单家独户，组织化程度很低。为
了提升种植规模，统一提升品质，美兰区
出台了相关的资金扶持政策，降低了生
产成本，大大激发了种植户的积极性。

举办三角宁脱毒种苗配套生产关键
技术培训班，下拨资金进行设施扶持，组
织申报无公害产地认定和农产品认证，建
立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聘请专业设计公
司对产品整体形象和包装进行策划，借助
专业展会和互联网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这几年来，美兰区在建设三角宁地瓜
品牌上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

目前，美兰三角宁地瓜种植总面积

达到了3500亩。
产业规模上来了，美兰区政府和当

地老百姓一起谋划，建冷库延长地瓜储
存时间、找企业设计开发地瓜酒等加工
产品、与相关涉旅企业合作开拓农业+

旅游产品、办地瓜文化节打造美兰地瓜
休闲游品牌……美兰区的地瓜产业链已
基本形成。

（策划/其月 撰稿/其月 王聘钊
梁崇平 图/王聘钊 梁崇平）

海口美兰大力打造三角宁地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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