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园艺专业的大学生，到花匠、卖花女、
花老板、郑州市惠济区绿园园艺场场长——
我与花打交道 20 多年，经历不少波折，因爱
花才一路坚持下来，让“花”事业蓬勃绽放。

不少人问我：崔继梅，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送出四个字：顺势而为。

我白手起家，从仙客来等本钱少、价格低
的草花开张，赚了“第一桶金”后，开始引入新
奇花草，常被一抢而空。做久了，发现进一趟

花，运输不但摊薄利润，
还有损耗，我干脆建立了
自己的花卉种植基地。

后来，应不少客户需
要，我们开始注重盆花包
装。花盆从普通塑料盆、

瓦盆，上升到景德镇的精瓷盆、宜兴的紫砂
盆；花盆景观从精致摆件，发展到水雾营造、
光电使用。一盆五六十元的红掌，经过各种
包装，能卖到几百上千元。

盆花的单价越来越高，但因是搭售，花
商并没多赚钱，反倒吓跑了普通消费者。花
卉经销成了部分人的狂欢，产业陷入畸形发
展的怪圈。

2012 年年底，节俭风来了，那些高价花

突然无人问津，大宗采购也一夜之间难觅踪
迹，我们才恍过神来，原是花卉产业发展的
方向跑偏了。

约略梳理，最近四五年，是花卉事业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几年。劲吹的节俭风，让
花卉产业一度从表面极盛跌落低谷，也让其
从奢华的畸形扩张逐渐回归理性。

在省花卉协会的引导下，我们这些咬牙坚
持下来的花商开始谋求转型。看到人们生活
水平提高后，对生态绿色充满向往，花卉产业
发展趁机由“高大贵”向“小精美”转变。

如今，办公室电脑旁那一丛丛绿萝、一株
株小仙人掌，居家阳台上一盆多肉盆栽、几枝
茉莉、几株吸毒能力超强的龟背竹……这些
好养又好看的花草，正渐渐成为花卉市场的

主角，我的种植基地也种上了小型红掌和凤
梨、小罗汉松、春羽等。

大众成为花卉消费的主体，花卉消费成
为日常消费，大家像逛商场一样逛花卉市
场。人气旺起来了，花市也从偏远的郊外搬
到市区，郑州的商都路还有了像大商场一样
舒适干净的花卉市场，各种花卉绿植源源不
断地进入千家万户。

冬去春来，改行的花商筹划着回归，我也
乘着“互联网+”的东风，策划了“一个电话、一
张订单，鲜花到家”的网站。到时候，你只要
动动手指，就能收到“私人定制”的花卉套餐。

一花一世界，花卉产业的转型，不就是
咱时代发展的折射吗？③9

（本报记者 杜 君 采访整理）

本报讯 （记者李定宇）11 月
20 日，我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座
谈会在鹤壁召开。住建部、省住建
厅、省发改委、省水利厅和全省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管县（市）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北京建筑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
家出席会议。

会上，住建部城市建设司负责
同志从建设海绵城市的重大意义、
总体要求、实施途径、政策支撑等
方面，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政策进
行了解读。来自中国城市规划研

究院水务与工程院、北京建筑大学
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北京清控人
居环境研究院的专家分别就相关
议题进行了讲座。

会议提出，建设海绵城市不仅
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也是实现城镇化绿色发展的方式
之一。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处理
好水质与水量、分布与集中、景观
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据悉，鹤壁成功创建全国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以来，总投
资 10 亿多元的 22 个项目已经开
工建设。③9

本报讯 （记者何 可 通讯员
常 志）11 月 22 日，“舒华杯”2015
年第二届中国嵩山少林国际马拉
松赛在登封市正式开跑。本届比
赛由河南省田径协会主办，来自
全国 20 多个省市及德国、新西兰、
新加坡等国家的 3000 余人参加了
全程、半程、迷你型马拉松比赛。

此次比赛线路沿途经过了大

禹园、嵩阳书院、少林寺等经典景
区，充分体现了登封“天地之中”的
文化特色。来自鹅坡武院近千人
奉献了精彩的少林武术表演。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把
中国嵩山少林马拉松赛事打造成
展示登封城市形象的一张亮丽的
名片，力争使其成为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大型国际赛事。③10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11 月 20 日，郑
州创新创业市场服务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会员大会在郑州举行。该协会是全省第
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获批的双创服务组织。

郑州创新创业市场服务协会是由河南
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创业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由郑
州市各类创新创业综合体、孵化机构、咨询
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科研机构和科研院
所及从事科技孵化服务工作的专家、学者
等自愿结合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协会
的成立对于推动郑州创新创业资源高度集
聚、优化中部地区创新创业体系、营造优良
的创新创业生态氛围具有重要意义。③9

本报讯（记者李旭兵 实习生
侯洋航）ALS 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
硬化症的英文缩写，它有一个更为
大家所熟知的名字“渐冻人症”。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区医院神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
海归博士田丰丰，用十余年时间潜
心研究渐冻人症诊疗技术。在第
二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河南分赛区总决赛中，由田丰
丰组织设计的诊疗渐冻人症的相
关项目“组织再生技术在疾病治疗
中的应用”获得全省创业组唯一的

一等奖。
该项目主要针对渐冻人症的超

早期诊断和治疗。11月 22日，田丰
丰对记者介绍说，超早期诊疗渐冻
人症主要靠两项核心技术：荧光探
针和组织再造。其中，荧光探针正
是针对分子层面展开的诊断。当人
们服下一粒药，其中的荧光探针会
与体内运动神经细胞的特定分子结
合，一旦分子异常，荧光探针就会发
光预警，医疗干预即可在发病前展
开。目前，该项研究的相关论文已
在《自噬》杂志上发表。③10

本报讯（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
11 月 22 日，位于济源市王屋山银
鱼沟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实验室内，
成千上万个如水晶球一样的鱼卵
内，一条条小娃娃鱼正欢快地游
动。济源市济水大鲵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韩太国兴奋地说：“这
标志着仿生态大鲵繁殖技术在我
省取得重大突破。”

大鲵俗称娃娃鱼，属国家二类
保护动物，济源市王屋山银鱼沟一
带是我省野生大鲵较为集中的区
域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始，野生

大鲵数量迅速减少，加之其对水质
等自然环境的要求苛刻，且繁殖成
功率极低，部分地区的野生大鲵已
濒临灭绝。

从 2009 年开始，韩太国等人
来到王屋山银鱼沟，致力于仿生态
大鲵繁殖。经过几年探索，仿生态
大鲵繁殖技术今年取得历史性突
破。“大鲵单尾产苗量全省最高，其
中最高出苗达 1600 尾；大鲵仿生
态繁殖产量达到全省最高，产卵总
数突破 2 万个，这在全国都是领先
的。”韩太国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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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今后，
我省将率先在省政府推进职能转
变协调小组投资审批改革组、职
业资格改革组、收费清理改革组、
商事制度改革组和教科文卫体改
革组相关单位推广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

“双随机”抽查机制，涉及省发改
委、教育厅、科技厅、财政厅、人社
厅、文化厅、卫计委、工商局、新闻
出版广电局 9个部门。11月 22日，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南
省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
管实施方案》中获取的信息。

据介绍，该《方案》旨在进一步
规范市场执法行为，严格限制监管
部门自由裁量权，切实解决当前一

些领域检查任性和执法扰民、执法
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营造公平
竞争的发展环境，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方案》明确，法律、法
规、规章没有规定的，一律不得擅
自开展检查。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检查事项，要大力推广随机抽
查。各部门要制定随机抽查事项
清单，明确抽查依据、抽查对象、抽
查内容、抽查主体、抽查方式、抽查
比例和频次，同时根据法律、法规、
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
态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外，我省将建立抽查结果
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的市场
监管信息平台，推进随机抽查与
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③6

我省在九部门
率先推广随机抽查

11 月 20 日，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深入到鹤壁市
淇滨区深山老望岩村，进行农民宅基地确权调查。村
民通过共同指界，在调查表上签名、盖章，确认宅基地
使用权，将领到国家颁发的土地证。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工作人员在向群众讲解确权办法。
▶户主在图纸上确认边界。

宅基地确权进行时

手指一动，足不出户，就能坐等美食上
门。如今，许多人正在享受着订餐 APP 的方
便快捷。但这种便捷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食
品安全方面的隐忧。订餐 APP，是不是如同
看上去的那样美好？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偷梁换柱 美食成“霉”食

独自一人在郑州生活的归先生，是位忠
实的订餐 APP 客户。但最近的几次订单却
让他无奈，“照片上明明是一杯诱人的香醇
咖啡，到手后，却成了一条简装速溶咖啡。”
更让他不满的是，标价 5 元的卤蛋也不过是
花 1.5 元钱就能买到的乡巴佬鸡蛋，“这明明
就是虚假宣传，商家太不诚信了。”

说起订餐APP，与归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
王女士心里更烦。她在“饿了么”订餐平台上
的某餐馆预定了一个精美火锅套餐，可送上门
的却只是一袋烂菜叶子和几块变质的肉。“这
样的情况不止一次了，除了菜品与描述不同
外，有时连售卖商家也不一致。常常是订这家
的餐，送来的是那家的饭。”她抱怨道。

根据易观智库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中
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在线外卖成交订单高达1.76亿单，同比增长
340.8%。各种订餐 APP 的流行和火爆，不仅
让线上业务量和用户数量加速扩张，也带来不
少问题。在记者的调查中，不少使用过订餐
APP 的用户，都表示曾遭遇餐品文图不符、食
物过期变质等情况。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如
何维权，许多人都选择“不了了之”。

在郑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张女士告
诉记者，她就曾因一次订餐而引发食物中
毒，不得不在医院输了几天液。“没有举报途
径，只能给售卖商家写差评，不过卖方根本

不当一回事。”让张女士不理解的是，“在第
三方平台上售卖的食物就没人监管么？”

利用漏洞 黑作坊变“高大上”

一边是方便快捷美食上门，一边却是质
量堪忧投诉无门，火爆的订餐 APP 背后，究
竟有多少秘密？

记者登录了几款 APP 软件，并随机选择
了 5 家人气较旺的店铺，按照地址进行实地
探查。结果有一家名为“香辣地锅鸡”的店
面，在其所显示的保全街上却根本找不到。
曾在郑州一城中村居住的小范向记者透露，
其实，这些找不到的店可能就是“黑作坊”，
而能找到的店也未必真靠谱：“有一次我选
了一家显示位置离住处比较近的餐馆订餐，
对方说太忙会晚点送，我干脆自己去取餐。”
让小范没想到的是，这家同样位于城中村的

所谓“餐馆”，竟然只是一个堆放着各种杂物
的小房间，“各种食材与垃圾混在一处，污水
横流，苍蝇乱飞，让人看得食欲全无。”当他
跟老板聊起餐馆有没有卫生许可证、健康证
等证件时，老板表示均“没有”，“像这样的情
况，一般消费者不可能了解，谁会挨个去调
查自己订餐的店呢？”小范说。

开“餐馆”却没有相关合法手续，那这些
“黑作坊”又是如何变身“高大上”的？据媒
体报道，早在去年，“美团外卖”就因未依规
定对合作商户进行审查登记、建立登记档
案、公开营业执照信息，被杭州市场监管局
开出网络订餐行业的首张罚单，与此同时，

“饿了么”也被立案调查。
在几款 APP 的比较中，记者发现，在商

家信息栏一项，除了一款名为“订餐超人”的
APP 显示有餐厅相关证件照片外，其他几款
APP 都未对餐厅经营资质进行公示。

那么，如何确保商家拥有合法资质？“美
团外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合作商
户都需在线提交相关营业证书的扫描版，公
司会派人实地抽查，但也会有一些无证商户
借用别人的营业许可证试图蒙混过关，所以
会尽力加强审核。而“饿了么”的客服人员也
表示，用户举报商家信息作假后，他们会联系
商家核实情况，并对消费者进行相应理赔。

加强监管 实现各方共赢

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餐饮外卖市场
将达到万亿元以上的规模。但在行业整体
规模扩张、众多 APP 纷繁竞争的同时，如何
保证食品质量，黏贴更多消费者？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新《食品安全
法》已经也是首次将网络食品交易纳入监管
范畴，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
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
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对网络送餐的监管有一个不断完善、
落实的过程。要确保网络送餐行业的良性
发展，真正保证消费者的权益，这需要第三
方平台主动承担监管责任。”律师沈伟鸿建
议消费者在使用这些订餐 APP 时，应尽量选
择有实体店的餐饮服务单位订餐，并注意保
存订餐及消费凭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网络食品交易涉及
线上线下交易、物流配送等方面，取证调查
不易，监管难度也较大，确实给消费者追责
带来不少麻烦。

目前，创新创业热潮涌动，订餐 APP 正
是传统餐饮业依托“互联网+”发展的产物。
采访中，不少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看似

“门槛低”的行业外卖 O2O 平台，要真正做好
却不易。目前，第三方送餐平台仍处于圈地
扩张的初期，在此过程中，既要保护创业者
的热情，又要加强监管、明确各方责任，积极
立法护航，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如何让订餐 APP 这条路走得顺畅，走得
更远？正如“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所认知
的那样，“服务的深度才能决定平台未来能
走多远。”③7

一键下单美食到 卫生质量却难保

订餐 APP，只是看上去很美？

□本报记者 马 雯 曾 鸣

本报讯（记者卢 松）近期持续阴雨天
气，对我省小麦生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冬
前小麦田间管理还要做些啥事？11 月 22
日，省农技推广总站农业专家给出意见，要
做好杂草化除、病虫害防治、划锄和追肥等
工作，培育冬前壮苗，确保安全越冬。

近日，全省持续阴雨天气，有效补充了
土壤水分，有利于苗期生长。但雨后天晴
麦田容易滋生杂草，土壤容易板结，且会出
现苗期病害。

省农技推广总站研究员毛凤梧建议，
各地要密切关注纹枯病等病虫害发生情
况，及时做好预报和防治。对于旱地小麦，
底肥不足的地块，要追施分蘖肥，确保麦苗
正常生长和安全越冬。③7

近期持续阴雨，农业专家建议

加强培育小麦冬前壮苗

11月 22日，焦作市解放区枫桦园社区工作人员为贫困老人送来棉
被。入冬以来，该区 12个社区慈善超市积极收集爱心人士、爱心单位捐
赠的棉衣、棉被，并及时送到困难群众手中。⑤3 李良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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