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丁
丁
侃
侃

早上出门时艳阳高照，下班时却大雨倾盆，没带伞

怎么办？近期，共享经济的“新宠”——共享雨伞，在多

个城市流行。记者了解到，福建福州地铁正在与共享雨

伞企业商谈合作，考虑将其引入地铁 1号线站点。今后，

地铁口将设自助借伞机，市民扫二维码后，就可“一键借

伞”。（见4月26日《海峡都市报》）
共享雨伞不收费或者只要市民支付少量的资源占

用费，显然难以支撑整个平台的运作。只有形成了成

熟、完善的盈利模式，共享雨伞才会持续长久。一旦共

享雨伞成为“流动的广告”，广告的品质不仅关乎共享雨

伞的声誉，也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换言之，共享雨伞也

能成为一个可以被消费、可以被利用的经营空间，如果

没有节制与管控，共享雨伞就会“乱花渐欲迷人眼”，因

缺乏审美价值与实用功能而成为公众的烦恼。共享经

济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一起呵护，让传统器物与互联网

技术实现“美美与共”。8 （杨朝清）

□吕志雄

天津西青区泉集北里一个小

区之内，竟有 11 辆“僵尸车”，僵卧

草地、霸占道路。小区居民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清理这些“僵尸车”。

（见4月27日《渤海早报》）
恐怕这个小区居民的希望会

落空，因为之前有这样的报道：某

地小区“僵尸车”占了安全通道，记

者采访有关部门，听到的是这样的

话——交警方面称，交警只管路

面，小区内停车就超出管理权限。

城管方面则表示：我们无法确定这

些“僵尸车”的性质和车主信息，也

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废弃车辆，当然

也就无法处理。社区居委会也有

苦 恼 ，对 于 小 区 内 停 放 的“ 僵 尸

车”，我们只能劝说车主挪走，但有

些车主根本不理会。毕竟居委会

不是执法单位，万一今天把车拖

走，明天车主来要车，那该咋办？

事实上，不仅是小区的“僵尸车”，

道路上的“僵尸车”也无人能管。

且看这样一些新闻：今年 2月，

某地有一辆“僵尸车”在路边慢车道

里停了十年以上；去年9月，某地大约

500米的路段内，竟然聚集了后八轮、

平板货车等 36 辆锈迹斑斑的大型

“僵尸车”，将原本四个车道的马路，

占去了两个……对这些“僵尸车”，交

警部门是这样回应的，如果车辆长期

占据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群众可

举报，交警部门根据车牌号码联系车

主，要求车主将车挪走；如果无人处

理，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规定，将占

道车辆拖走；如果占据人行道，则由

城管部门负责处理。然而，像新闻中

报道的“僵尸车”，十年了也没见交警

处理，可见路面上的“僵尸车”虽在交

警管理权限内，也因不能及时发现等

原因，事实上造成无人管理。

停车难，行路难，让多少人焦

心！可一些“僵尸车”却长期霸占

车位，挤占道路，更加剧停车难、行

路难。此外，影响市容，占盲道、占

消防通道，留下安全隐患，甚至燃

油泄露造成污染，都是“僵尸车”带

来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问题所在，就是管理改进的方

向。据报道，“僵尸车”多是报废车

辆，这就要通过奖励与惩罚两手

抓，保证车主严格遵守《报废汽车

回收管理办法》，让报废车辆按法

定的程序进入回收渠道。此外，还

要立法确定一个责任部门，将不守

规矩的“僵尸车”清理干净，根治

“僵尸车”这城市顽疾。

当今社会发展正以加速度前

行，新问题会不断涌现，社会管理也

要打造敏锐的触角，发现问题，及时

跟进，倘若麻木拖延，问题就会越来

越大，严重影响群众生活。8

生活在四海之内皆可网购的时

代，我们既有消费便利的快感，也有

莫名惊诧。

“海淘”回来的商品拆箱验货后，

不但有辣眼睛的“中国制造”四个字，而且在国内卖场能

找到同款货，只是出口的比内销的质量更好，这种购物体

验，如同欣赏电视剧《外科风云》，伴随着领衔主演白百合

的每一次出镜，她和男嫩模的泰国糗事，便才下眉头又上

心头，“尴尬癌”于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漂洋过海淘到的竟然是百分之百的国货，且国内同款，

如此黑色幽默和冷笑话的段子式购物，神一般地出现在现

实生活中，板子显然不能打到厂家身上。为适应产业和消

费升级的大趋势，内外销产品的“三同”——“同线同标同

质”，已经被提上战略日程。一些职能部门也做出了相关部

署要求，企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口

和内销产品，使供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产品达到相同

的质量水准。“海淘”到国货在提醒厂家，严格执行“三同”迫

在眉睫，否则，内外有别的评价标准，一来会“肥水流入外人

田”，经济效益上不划算，二来迟滞转型升级的步伐。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有什么样的评

价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行业风气。日前，著名学术出版机构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因为涉嫌同行评议造假，撤销旗下

期刊《肿瘤生物学》的107篇中国肿瘤生物学领域论文，涉及

524名医生及医学生。论文造假与剽窃，如同孔乙己的偷

书，丢尽了知识分子的脸，固然要严厉谴责。然而要杜绝这

种不良学术风气，前提是对相关评价标准的纠偏。

论文的造假与抄袭，期刊是末端，源头是人才评价机

制。由于现行的职称评聘标准中，对论文的要求存在过

度，自然带来论文造假的强劲刚需，以及造假利益链条的

应运而生。3 （丁新伟）

据4月27日澎湃新闻网报道，被广发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拒绝办
理信用卡后，长沙盲人小石觉得人格权受到了侵犯，一纸诉状将银
行告上法庭。26日，长沙市雨花区法院一审判决小石败诉，认为银
行不存在“歧视”。8 图/陶小莫

明月何曾是两乡

共享雨伞能否撑起公共服务“晴空”？

让每片叶子都能获得阳光
促进教育公平，需要

政策倾斜，但也要防止政

策在执行中走偏变样，只

有将加分政策置于阳光

下，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

谁来搬走“僵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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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福

“对不起，没能早点告诉你，其

实 200 分就能上‘211’大学，400 分

就能上‘985’高校。”日前，某教育

集团大摇大摆地打出招生广告，声

称报名学生只要通过他们安排，便

可获得“华侨”身份，参加难度较低

的“华侨生联考”。

只要拿出几十万块钱，内地

“土著”便可变身“华侨生”，低分上

名校从此不再是梦想。这让藏在

幕后的华侨生联考一时风头无两，

也让为孩子升学焦虑犯难的家长

们眼前一亮。从 1981 年开始实行

的华侨生联考，初衷本是为满足海

外华侨和港澳台学生回大陆读书

的愿望。题目很简单、录取分数

低 、竞 争 压 力 小 是 该 联 考 的“ 优

势”，一些教育机构很快从中嗅到

商机，通过培训指导、腾挪转移等

手段，给有钱任性的学生换上了

“华侨生”的马甲，于是“出口转内

销”，钻法律空子，走升学捷径，赚

不义之财。

“假华侨生”上名校的行为严

重危害了全国联招生态，不仅侵占

了真正华侨生的录取指标，还变相

剥 夺 了 其 他 弱 势 学 生 的 受 教 育

权。这样明目张胆地投机取巧，显

然有违教育公平。

说起升学教育公平问题，让

笔者又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前不

久，衡水中学要在浙江落户的消

息，让当地的一些教育界官员担

忧 起 来 。 他 们 认 为 ，这 样 的“ 超

级 中 学 ”忽 视 素 质 教 育 ，学 生 只

是读书机器，不仅会冲击当地的

教育生态，还会断送更多穷孩子

的上学梦。对于这样的观点，笔

者不敢苟同。比起钻空子就能上

名校的“假华侨生”，那些怀揣梦

想渴望改变人生的衡水学生即便

是只知埋头苦读，那也是凭自己

的真才实学。教育公平的内涵包

括机会均等、过程公正和质量公

平，如果连学生的教育机会都不

平 等 ，十 年 寒 窗 苦 读 ，却 抵 不 上

一纸国籍，那教育质量公平也就

无从谈起。

教育公平是要惩治不劳而获，

而不是回避竞争。与其对衡水中

学的教育模式围追堵截，不如先

将教育机构造假的黑色利益链斩

断。“假华侨生”现象之所以屡禁

不止，一是国家招考规则存在漏

洞，政策不改、规则不完善，培训

机构依旧可以披着“合法”外衣，

继续浑水摸鱼；二是高校随意“放

水”，对“假华侨生”身份审核不

严，对造假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三

是教育培训机构利欲熏心，只想

钻空子，缺乏行业监管。只有三

方联手合力封堵，“假华侨生”才

能无处遁形。

一位老师说过，教育公平就是

要让每片叶子都能获得阳光，让每

个孩子都能接受平等教育。曾几

何时，“寒门难出贵子”的感慨引起

人们共鸣，保送、加分、自招等叠加

政策的出炉，本意是为人尽其才、

实现教育公平，但最后有的却成了

富家子弟的升学捷径。促进教育

公平，需要有政策倾斜，但也要防

止政策在执行中走偏变样，只有将

加分政策置于阳光下，才能避免好

心办坏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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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经济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

发展畜牧业，对保障有效供给、增加

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近日，省畜牧局、省发展改革委

联合下发《河南省畜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省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

高，生态畜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畜牧业现代化全国领先。

发挥优势补短板
推动引领农业现代化

“十二五”时期，河南畜牧业保持

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生产

能力稳步提升，肉、蛋、奶产量不断

增长，“十二五”末分别达到 711 万

吨、410 万吨和 352 万吨，分别居全

国第二、第二、第四位，畜牧大省地

位进一步巩固。主要畜产品市场供

应充足，在满足省内消费需求的同

时，省外调出量不断增加。畜牧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32%，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4个百分点，稳

居全国前列。产业化水平明显提

升，省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229

家，畜牧产业化集群达 61 个，生猪、

家禽、肉牛年屠宰加工能力分别达

9000万头、11.1亿只、124万头，乳制

品年加工能力达 300万吨。

我省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

增强的同时，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明

显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日趋

向好。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

级兽医实验室 144个，设立动物卫生

监 督 分 所 1080 个、疫 情 监 测 网 点

6180 个；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畜牧兽

医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基本形成了

省、市、县、乡三级四层执法体系；综

合防控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全省连

续多年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和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此外，我省畜牧业对外合作日益

扩大，美国福喜、法国科普利信、丹

麦丹育、泰国正大等国外知名企业

的合作项目纷纷落户河南。中粮、

伊利、德青源等国内知名企业相继

到河南投资建场（厂）。贵友集团、

瑞宝红牛、多尔克司等本土企业已

在中亚、澳洲建立了生产基地。河

南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和河南澳大利

亚进口屠宰活牛指定口岸相继建成

运行。

展望“十三五”，加快推进畜牧

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蓄。《全国

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

提出，2020 年畜牧业主产省（区）率

先实现现代化。省第十次党代会提

出建设经济强省，农业现代化全国

领先。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成

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既为我省

畜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

农业现代化全国领先是建设经

济强省的重要任务，发达的畜牧业

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实现农

业现代化，必须率先实现畜牧业现

代化。《规划》指出，新形势下畜牧业

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

构性矛盾，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高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

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实现畜牧

业现代化，要围绕保供给、保安全、

保生态总体目标，加快转变畜牧业

发展方式，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构

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和经营体系，走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畜牧业现

代化发展道路。

做优供给侧
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

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我省提出“四优四

化”。《规划》明确提出，推进种养业

结构调整，加快实施肉牛奶牛“双百

万千亿”工程。按照种养结构调优、

加工能力调强、经营规模调大、产业

链条调长的总要求，大力推进布局

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

发展产业化，强化科技支撑，突出龙

头带动，实施品牌战略，将牛产业打

造成河南农业的特色产业、优势产

业和品牌产业。到 2020 年，全省新

增肉牛 100万头，新增高品质生鲜乳

100万吨，新增产值 1000亿元。

优质饲草是牛羊等优质草畜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今后一段时期，

我省将在稳步提升粮食产能的前提

下，大力发展饲草料种植，形成粮草

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的新型种

养业发展格局。抓好国家和省级

“粮改饲”试点，实施振兴奶业苜蓿

发展行动，推动紫花苜蓿等牧草规

模化种植。积极推广青贮、微贮、氨

化等实用技术，提高花生、玉米、小

麦等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率。到

2020 年，全省秸秆饲料化利用率提

高到 33%，新增饲料作物种植面积

500万亩。

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首先要扩

大优质肉牛肉羊生产，加强优质奶

源基地建设，形成规模化生产、集约

化经营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以

牛奶为主，适当发展山羊奶等特色

奶源基地。加快推广应用现代生物

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提高单位产

出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积极开发

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和特色畜

产品，打造和培育一批畜产品优质

品牌。

同时，我省还要继续稳定生猪、

家禽生产，依托雏鹰集团、牧原公

司、新大牧业公司、龙凤山公司、大

用公司、永达公司、华英集团等龙头

企业，培育大型标准化养殖企业，提

高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引领现代畜

牧业发展。

《规划》还提出，加强科技攻关，

重点围绕生物育种、智慧畜牧业、生

态环保等领域，组织实施科技创新

重点专项和工程，全面提高畜牧业

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畜牧业科

技创新联盟，大力支持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畜

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现代

畜禽种业发展，以培育自主品种、打

造地方品牌、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

扩大良种覆盖面为目标，加强畜禽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应用现代生物

技术，加快本品种选育和新品种培

育，推动主要畜禽品种国产化。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提升畜牧业整体发展水平

《规划》提出，加快畜牧产业化集

群建设，统筹布局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与初加工、精深加工发展及副

产品综合利用，打造一批“全链条、

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畜

牧产业化集群。力争到 2020 年，龙

头加工企业货源自给率达 30%以

上；培育年产值 50 亿元以上的产业

化集群 20家、100亿元以上的 10家、

500亿元以上的 5家。

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支持一

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有一定

经济实力的畜牧养殖、饲料兽药和

屠宰加工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上市步伐。

到 2020 年，上市或挂牌的畜牧企业

发展到 60 家以上，引领现代畜牧业

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电商与实体结合、互联

网与产业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

对接等新业态，创新流通方式，减少

流通环节，加强畜产品冷链物流建

设，实施产地预冷工程，使养殖环节

分享更多收益。大力发展合作社、协

会等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创新利益联

结机制，积极推广“公司+合作组织+

农户”等产业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组

织化程度。力争到 2020 年，培育发

展2万个畜牧专业合作组织。

发展生态畜牧业
推进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实现生态循环、安全发展也是畜

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规划》提出

要充分利用畜禽标准化健康养殖、

奶牛肉牛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扶持政策，结

合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支持

规模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造，建设

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贮存、有机肥

加工、畜禽尸体处理等综合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设施。

依法依规科学划定调整禁养区、

限养区，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场关闭

搬迁和限养区内养殖场改造，引导

规模养殖向环境容量大的浅山丘陵

地区布局。

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创建活动，以养殖大县和养殖密集

区为主，组织开展畜禽标准化示范

场、生态畜牧业示范场、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县等创建活动，大力推行

种养结合、林牧结合、牧渔结合等生

态养殖模式，探索建立布局合理、规

模适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

畜牧业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实施畜牧养殖大县种养结

合整县推进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试点项目，促进畜禽养殖粪污减量

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实施产业精准扶贫
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

产业扶贫是“十三五”时期各项

畜牧工作的重点内容。《规划》提出，

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我省将立

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贫

困县分别纳入生猪、肉牛、奶牛、肉

羊、家禽优势产区，引导畜牧业新增

产能重点向贫困地区布局，因地制

宜培育发展特色养殖，提高贫困地

区畜牧业发展水平。

为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规划》提

出要实施产业精准扶贫重点工程。

开展万人培训计划，通过组织专家服

务团开展技术培训，组织龙头企业对

基地农户开展专项培训，引导基层技

术人员开展“一对一”服务，提高贫困

户的养殖技术水平。引导龙头企业

发挥带动作用，增强其对当地产业发

展的辐射带动能力，围绕扶贫产业招

商引资培育龙头，探索推广“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扶贫模式。推动畜牧

企业吸纳贫困人员，搞好就业牵线搭

桥工作，多措并举促进贫困人口就

业。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大力实施贫

困地区“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村

一特色”产业推进行动，抓好畜牧业

项目建设，积极推广畜禽脱贫养殖模

式。做大做强现有合作组织，培育新

的合作组织，鼓励畜牧合作组织建立

贷款互助基金，帮助解决养殖贷款。

通过畜牧产业精准扶贫，到 2020年，

帮扶 8万贫困户、25万贫困人口逐步

实现脱贫。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率先实现畜牧业现代化
——我省畜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