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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一线调查

□刘新平

商丘市部分农民朋友在道路两侧和农田里栽种的速生

杨，已经栽种了 20 余年，还未达到木材加工企业的收购标

准，今天仍然长在地里，难怪农民朋友给这种始终长不成材

的杨树一个“老绵杨”的雅称。

这种雅称，既是对当初一窝蜂栽种速生杨的嘲讽，也是

对违背科学规划、科学种植要求的自我批评。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这种一窝蜂似的各种“老绵杨”现

象并不鲜见。今年某人种这个赚钱了，于是大家一窝蜂地

都去种这个，结果，到了该采摘果实的时候，价格直线下降，

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明年看见有人种那个卖了个好价钱，

又一窝蜂地种那个，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价钱却低得连成本

都顾不住。

不仅是农民朋友，我们一些基层部门也喜欢跟风。今天

看见市场上这个卖得火，就使出浑身解数，动员群众种这个，

明天看见市场上那个东西好卖了，又不惜一切手段，鼓励群众

养那个。一旦市场有了动荡，产品价格有了波动，群众的东西

卖不出去时，就当“甩手掌柜”，似乎当初的宣传、动员与自己

没有关系。而群众为了推销当地市场本已饱和的产品，或东

跑西颠，廉价出卖自己辛辛苦苦种养出来的东西；或找新闻媒

体帮忙，呼吁大家“献爱心”。这样做，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卖难，但毕竟不是长久之策。

带领千家万户分散生产的农民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风

云，是我们的一个长期课题。给农民朋友找致富路子，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帮助农民闯市场的服务之举，值得肯

定。关键在于，在给农民推荐致富路子时，我们的政府是不

是做了广泛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了解不了解所推荐的

项目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而农民朋友自身也应该培养些科学素养，学会科学种

植养殖，不能固守“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那一

套过时的“庄稼经”了。同时，要把目光放长远，不因眼前小

利而损害长远大利。

当然，提高农民朋友科学素养，并非农民朋友个人的

事，还需要基层政府对其引导和帮助。尤其在一些比较特

殊的产品上，甚至需要更高一级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调整

和修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群众更扎实的闯荡市场、

脱贫致富的能力，不让“老绵杨”的尴尬重演。9

直击现场

记者最近路过郑州市兴华街金水河桥，看到离桥不远处金
水河边有人在悠闲地钓鱼，而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赫然有
“禁止钓鱼”的醒目字样。

据附近居民讲，一到夏天，这地方几乎天天都有人钓鱼，金
水河堤很陡很滑，十分危险。虽说不让钓鱼，可是并没见到有
人制止。既然禁止钓鱼，市民就要遵守执行；既然禁止钓鱼，就
要有人对违规者劝导和阻止，不然规定成了摆设，谁还会把规
定当回事？9 本报记者 翁韬 摄

□本报记者 刘新平
本报通讯员 屈效东 文/图

从商丘市梁园区王楼乡向东，沿着王
楼乡至商丘市15公里县道行走，路两侧成
片的速生杨郁郁葱葱，细长的树干挺拔高
挑，树枝随风摇曳，给人以生机盎然的感
觉。然而，在当地群众眼里，这些速生杨却
是“鸡肋”，一提起来，满肚子都是牢骚。

“长不胖”的“老绵杨”

路旁，一位老汉正在歇凉，靠着身后的
一棵杨树。话题就从这棵杨树开始。

老汉姓宋，聊到身边的杨树，宋老汉一
肚子不满：“你看看，一二十年了，这树光往
高里蹿，就是不长粗。”嘴里说着，还用手指
着他身后的那棵杨树，以及公路附近农田
里长着的杨树。

怎么会这样呢？记者不解。
宋老汉说：“这得从 20年前说起。当

时，我们这里的板材加工厂比较多，需要的
木材量很大，当然价格也高，那时候每立方
米价格在600元左右。速生杨长得快，不
几年就能成材。上面来人说，种这种树，

‘三年能成檩，五年能成梁，八年能成方’。
一些木板厂也到处宣传，说种这树怎么能
赚钱，怎么能致富。而且大田栽上这种树
木后，还能减少犁耙、耕作、打药、浇水等成
本。有企业的宣传，当时政府也鼓励，所以
我们种杨树的积极性很高。那时候可红火
了，陇海铁路两边、310国道两旁、大田里，
到处都栽满了速生杨树。”

速生杨虽然种上了，但群众盼望的好
事却一直没有出现：“原以为种上这树，不几
年就可以‘靠着大树好乘凉’，能发家致富，
谁知道，这树光长高，就是不往粗里长，人家
木板厂来收购木材，要求起码20厘米的直
径，可你看看，这树哪一棵能有20厘米粗？”

记者了解到，由于市场不景气，收购价
格大打折扣，不少木板厂已经关门，而且，
即使现在仍生产的木材加工厂，收购杨木
的标准也很严格，要求直径最少22厘米。
而当地栽种10年的速生杨，根本达不到这
一收购标准。因此，农民靠杨树致富就成了
一句空话。看着这些树怎么也长不粗，春天
又到处飞棉花似的杨絮，农民朋友便给这些
速生杨一个雅号，称之为“老绵杨”。这些

“老绵杨”，成了农民增收的一块心病。

难成材的树木成了“鸡肋”

针对群众的这些困惑，记者走访了一
些乡镇干部和林业专业人员。

王楼乡一位退休干部对记者说，当初
“全民种杨树”时，他还在乡里任职。那时
候，乡里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向上面要政
策，曾采用每亩 100多元钱的奖励机制，
鼓励农民在大田里栽上成长快、效益高、
易管理的速生杨，“三年能成檩，五年能成
梁，八年能成方”成为动员群众种杨树的
主要口号，结果全乡一下就种植了速生杨
6000多亩。

商丘市林业局的一位技术人员也告诉
记者，自1998年至2000年间，商丘市农村
在大田中栽种的速生杨不下20万亩。

杨树虽然种上了，但这些树却缺乏科
学规划和科学管理。这位技术员说：“如果
单一栽种速生杨，在相应的条件下，这些树

三年可成檩，五年可成梁，8到10年能长成
一立方米木材。但如果一亩田栽到 50棵
以上，由于密度大，树木要争阳光，就一个
劲地往上长，很难长粗，三年成檩、五年成
梁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这位技术员还告诉记者，虽然当时
技术人员也经常下乡，指导村民间伐一
些过密的树木，但听从技术员指导的人
并不多。

说到当初为啥没有听从技术员的指
导，对过密的杨树进行间伐，路老汉说：“也
不是我们不听技术员的，当时村里的年轻
人很多都出去打工了，家里不是孩子就是
老人妇女，根本干不了那些体力活。还有
一些人，两只眼净盯着别人了，看人家不间
伐，他也不间伐，老心疼那些树苗，结果这
些树也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如今，这些速生杨在商丘落地近 20
年了，因为是连片密植，目前这些树最粗
的直径只有 10多厘米，成了难以成材的

“鸡肋”。

到底该拿这些树怎么办

宁陵县程楼乡一位栽种了两亩速生杨
的路老汉算了一笔账：“我所栽种杨树的土
地，每年种麦子、种玉米各能收千斤以上，就
这两亩地，10年来我至少少收2万斤小麦、2
万斤玉米。如果按小麦斤价1.18元、玉米斤
价0.97元计算，10年间我就少卖了3万多
元。现在这两亩百十棵树，我每年虽也施
肥、灌溉，可只有10多厘米的直径，卖掉的话
每棵不值40元钱，百余棵咋也卖不到5000
元钱，看来这个致富项目我们是选错了！”

看着地里这些高挑细长的杨树，路老
汉有很多感慨：“再让它长3年、长5年，我
就能赚到钱吗？现在粮食生产如此要紧，
这片土地我也荒不起啊。但我又不敢私自
把这些树伐了，要伐树还要去林业部门申
请，能不能申请下来，还不知道。这些树到
底该怎么办，我是一点法儿都没有，谁能给
我出个好主意呢？”9

速生杨何以成了“老绵杨”

连续阴雨天，麦子收获时受了影响，使一些麦粒达不到
入库标准，出现了卖难。内黄县和东庄镇大村许多村民的
小麦还没有卖出去。农民张玉所说起卖麦就难受：“这几年
麦子收了就卖，很省事。麦子下了收割机就上运粮车，我们
一点都不担心。今年麦收过去已经一个多月了，还很少有
人收粮，找了几个经纪人，也没卖出去。”

农村经纪人张怀信说，往年天天有人招呼着让给他卖
小麦，如今几天还不来一个买麦的，有85%左右的户麦子搁
在家里卖不出去。

大村的村民手中，有的存有七八千公斤，有的有一万多
公斤小麦，在高温、潮湿、连阴雨的情况下，加上村民保存小
麦的条件有限，有的麦子快发芽了，村民心里十分着急。

这些饱满度不高的小麦，虽然达不到入库标准，但也是
粮食，也是农民朋友一年辛苦得来的，对于这样的粮食该怎
样处理，农民朋友没有办法，他们希望政府关注这一情况，
指导这一类小麦的收购，还需要专家给他们支招儿，让这些
粮食也能发挥作用，不至于让农民朋友一年的辛苦化为泡
影。9

（杨春旺 杨会斌）

饱满度低的小麦该咋卖

郑州金水河“禁止钓鱼”成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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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起诉书普遍存在格式化弊
端。民权县检察院积极探索说理性
起诉书，在起诉书制作、证据罗列运
用、证明力指向、量刑建议等方面进
行了有益探索。

他们的做法是：研究制定文书范
本。研究制定说理性起诉书范本，增
加对证据的分析论证、证明效力，具
体法律的运用以及提出量刑建议等
内容，实行审理报告、公诉意见、量刑
建议的“三书”合一。突出证据分析
论证。新制作的起诉书，公诉人对每
一个、每一组证据都要就该证据的来
源、所证明的内容及指向、证明力的
大小、证据间存在的疑点及矛盾进行
简明扼要的分析归纳，对整个案件证
据体系及理论证明力进行分析论

证。强化法律具体适用。系统地对
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予以适度地辨
析，对案件定性、法律适用中有争议
部分加强说理论证。案件当事人阅
读起诉书，能透彻地了解被告人犯
了何罪，为何如此定罪，做到于法有
据，以理服人。综合提出量刑建
议。依据省高级法院《量刑细则》，
提出具体明确、可操可行的量刑建
议，对法定、酌定量刑情节逐一论
证，依法依理提出从轻、减轻、从
重、加重的意见，被告人可以看明白
应当接受的刑事处罚，同时也监督
制约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
上的司法公正，从而体现了检察机
关的宽严刑事政策。

（金环 花梅）

民权检察：
探索释法说理起诉书

资产转让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拟对河南志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固定
资产、土地使用权和漯河市博华铸造机械有限公
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依法实施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河南志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经漯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于2012年 8月28日，注册
资本人民币 6000万元，出资人为漯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半挂车、
自卸车厢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专用汽车（货车）
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机械电子产品的销售；五
金机电产品、劳保用品、日用品的销售。截至
2016年 2月 29日，该公司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为
147274367.77 元，负债总额为 78372679.69 元，
净资产总额为68901688.08元（详见：慧光专审字
[2016]025号）。

漯河市博华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经漯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郾城分局登记，成立于2012年4月
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出资人为漯河铸造机
械厂，经营范围：铸造机械销售。截至2016年 2
月 29日，该公司经审计后资产总额34515264.06
元 ，负 债 总 额 24057952.90 元 ，净 资 产 总 额
10457311.16 元（详见：慧光专审字 [2016]023
号）。

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河南志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土

地使用权和漯河市博华铸造机械有限公司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依法实施公开转让，以2016年 2

月29日为基准日，河南致兴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
的《豫致兴资评报字[2016]第 0328号》和《豫致兴
资评报字[2016]第 0329号》为依据，转让起始价
为：87448462元。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国有资产转让，已经《河南志捷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漯河铸造机械厂厂长
办公会决议》、《关于对公司土地房产机器设备进
行资产处置的批复》（漯铸机[2016]2号）通过，并
已经漯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漯国资[2016]37号）批准。

四、转让标的评估及核准情况
转让标的企业的资产已经河南致兴资产评

估事务所评估，漯河慧光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慧光为专审字[2016]第 23 号、慧光为专审字
[2016]第25号），评估总值97164957.78元。

该评估结果已经漯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漯国资[2016]39号）核准。

五、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的企业法

人，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2.意向受让方的受让意向在报名时已经履行

了必须的内部审批程序；
3.意向受让方报名时应提供不低于挂牌价的

资金支付能力证明；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在受让拟转让资产后，

投资产业项目，继续利用该资产合法开展生产经
营，促进漯河地区经济发展；

5.受让方须在成交后的 30日内一次性支付
资产转让的全部价款；

6.因本次转让发生需向国家机关缴纳的税
费，由转让方、受让方依法各自承担。

7.在提交受让申请的同时，应向指定的账户
缴纳人民币 1900 万元的受让产权信誉保证金
（若受让不成功，五日内无息退回）。

六、挂牌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即 2016年 8月

12日至2016年9月8日下午4:00。
七、转让方式
若在上述挂牌期限内征集到符合条件的两

个（含两个）以上意向受让方后，将采取公开拍卖
方式转让；若不足两人的，将进行第二轮公告征
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许昌市建安大道西段
联系电话：0374-3166366 13782225969

17703998839
0374-8308799 13937484196

详情见交易机构网站：www.xcpmh.com
九、监督电话
漯河市国资委：0395-3176136

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许昌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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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电话：0371-65796126

65796127

传真：0371-6579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