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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对生态环境贪婪的攫取，就要
用河长制之类制度的‘防火墙’挡
住其贪心，用法律利剑斩断其偷偷
伸出的手，也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
打开通道、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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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青草偃伏，绿水低泣，高楼如战阵，杀气腾

腾。这是看本报有关柘城湿地的图片报道，给

笔者带来的直观印象。再细看文字，更让人震

惊，栖息着“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的 3000亩湿

地已被“开发与建设”，萎缩了一多半，而几台

大型挖掘机还在吞噬湿地……

随着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加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

有人只看到好的生态环境能带来巨大的经济

利益，只想着开发、建设，把绿水青山变成花

花绿绿的票子、骄人的 GDP，却不知山水林田

湖 是 一 个 生 命 共 同 体 ，人 也 是 其 中 的 一 部

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意味着生态

本身就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只想开发

换票子，不去保护或修复，比买椟还珠、反裘

负薪还可笑，近乎割肉自食，直夸味道鲜，却

不知是戕害自身。就拿柘城的湿地来说，有

人之所以开发这块地方，大概就是看中了湿

地的环境好。确实，湿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

性、调节径流、改善水质、调节小气候以及提

供食物及工业原料等多种功能，盖在湿地边

的楼盘自然可以大打环境牌，卖个好价钱。

但是如果湿地被破坏尽了，没有了这些风景，

这里的楼盘还会有那样高的身价吗？如果造

成环境问题，还有人敢来买吗？

生态利用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用之

不竭。据本报 5 月 19 日报道，三门峡留守的

大天鹅自然繁育了五只“天鹅宝宝”，这是天

鹅繁衍的奇迹，也是三门峡保护利用黄河湿

地的巨大收获。从 2007 年天鹅湖湿地公园建

立至今，他们不是“开发建设”让湿地萎缩，而

是通过营造浅滩、栽种水生植物、配套建设提

水泵站等多种手段，将天鹅栖息地扩大了 38.5

万平方米。湿地保护得好，来此栖息的天鹅

数量越来越多，天鹅已成为三门峡最美的名

片，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也令人眼羡：一个春

节，到这个小城旅游的人数就超过 200 多万人

次，旅游收入超过 3 亿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万 物 并 育 而 不 相 害 ，道 并 行 而 不 相

悖”。发展是第一要务，开发与建设完全可以

与环保互促互荣。还记得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中的达康书记吗？他的一大政绩就是把

开发区放到采煤塌陷地，让经济开发与修复

环境合二为一。电视剧是对现实的反映：山

东济宁将采煤塌陷地建成城市湿地，矸石为

山，洼地为湖，污染地变旅游点休闲处；开封

治理当年化工、纺织产业造成的污染，淘汰落

后产能，推动绿色发展，构建四河连五湖水

系，沿水开发利用，造就了今天杨柳簇华屋、

绿水荡画舟的美丽旅游城市。

生态本身的价值，其实谁都看得见，也正

因 为 这 价 值 ，有 人 就 想 挟 资 本 之 力 量 去 占

有。秦岭脚下被拆除的别墅就是明证。避免

对生态环境贪婪的攫取，就要用河长制之类

制度的“防火墙”挡住其贪心，用法律利剑斩

断其偷偷伸出的手，也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

打开通道、保驾护航。9

占湿地搞开发太短视
众议

有“本事”更要守“本分”
遵规守纪、廉洁奉公是党员干部应守的“本分”，

也是党员干部为人处世最起码的原则、最基本的底

线。党员干部守“本分”，就要坚守岗位、干好工作，

服务好人民群众，更要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约束好

自己的行为。级别再大、职位再高，党员干部的身份

不会变，其本分、使命也不会变。既然是党员，就必

须安安心心为党的事业效力，踏踏实实服务人民群

众，在制度的“笼子”里行使权力，唯有守好“本分”，

才不失为一个合格党员。

一些干部权力大了、职位高了，就把自己的“本分”

忘了、丢了，究其原因，是宗旨意识淡漠、权责观错位。

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级别上去了，自然就“高人一

等”了，就应该与下级、与人民群众有所区别，就可以享

受特权了；有的认为自己手中有权力了，就可以用来为

自己服务、为自己谋利了，可以不受规矩纪律的约束

了；有的干部把党组织安排的职位和人民赋予的职权

当成了自己的“本事”，认为这都是全凭自己的能力获

得的。如此一些以权力、官位为“本事”的观念是大错

特错，有了“本事”忘“本分”的思想更是谬之千里。

本分职责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基，不守“本分”、

不履职责自然就不应在其位、有其权。“本分”不能

丢、不能忘，职位再高、“本事”再大，都要把党员干部

的“本分”守好，不能有位而忘本，更不能有了权力就

不守规矩。2 （李清白）

锐评

食品制假售假就当“直接入刑”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发布，强调“实施最严格的监

管”，并突出了“最严厉的处罚”，保护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在完善法律法规方面，《意见》提出，加快

完善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推动危

害食品安全的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刑”。（据5月21
日《每日经济新闻》）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是个经

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项重要的“生命工程”。

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利润，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为代

价。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零容忍”

态度对待违法企业，轻则停业整顿，重则予以取缔，并

对企业法人进行法律制裁。实行最严厉的处罚，推动

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刑”，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防范食品安全事故，有效、及时的监管至关重要。

今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

责任制规定》，明确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绩考核，造

成重大事故或严重影响，将追究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责

任，以此倒逼地方政府及主要负责人履行食品安全责

任。这种问责机制，对于牢固树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

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将会取得

积极的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应统一协调，建立信息共

享、快捷高效、无缝对接的全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

强日常监管，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9 （张西流）

□杨应和

在职场中，有一种加班屡见不鲜，令人感

到心累：“唯时长论”“坐班不做事”“领导不走

我不走”等形式主义加班现象，正在污染我们

的奋斗精神。

关于加班，不能一概否定。许多特殊工

种，的确需要加班加点。新闻工作者面对突发

事件，为满足公众知情权，需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客观信息及时提供给公众。单位攻克难关

重大课题处在紧要时期，需要大家加班加点群

策群力，争取最后的成功，否则功亏一篑。

但现实中，弥漫着一股形式主义的加班

文化，这种加班是对奋斗精神的歪曲。形式

主义加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领导眼色行

事。一些人为了讨好领导的赏识，故意拖延时

间，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一番，升职和加薪是这

类人的最终目的。一是无奈的跟风行为。领导

的办公室灯不熄，下属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

敢主动离开，于是大家死绑在一起。

形式主义加班对工作效率高的员工不公

平，有意无意地打击其工作积极性。同时，这

种“磨洋工”的现象会不断蔓延，效率反而越

来越差，员工的工作态度越来越低迷，单位的

消耗反而增加，成本上涨。再者，员工欺骗领

导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对领导的意见也越

来越大。“形式主义加班”现象，员工觉得累，

也消耗员工的休息时间和休息权利，员工的

健康可能受到影响，幸福指数也会降低。而

企业领导只是获得了一种“员工敬业”的假

象，沾沾自喜，这真是莫大的反讽。

要铲除形式主义加班现象，首先，上级要进

行观念纠偏，不动辄要求下属加班，更不能被假

象迷惑，否则会起到误导作用。其次，建立科

学、全面的评价系统，让注重效率和业绩的劳

苦功高的奋斗者得到相应的回报，淘汰敷衍混

日子的员工。劳动监察部门要对侵害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加班制度及时干预、制止。

任何一家单位和企业，需要的都是高效

率、高能力的职员，而不是耗时长、做样子的

“演员”。不以加班论英雄，更不能以加班时

间长短论英雄，回归到以工作能力、工作效

率、工作业绩论英雄的正确道路上来，才是破

除形式主义加班的根本途径。9

形式主义加班污染奋斗精神

据新华社报道，眼下正值招聘季，一些爱美的女大学生被“美容整容贷”机构重点锁定，在为迅
速借到钱实现“美丽梦想”而欣喜的时候，等待她们的却是美丽消失、工作落空。9 图/朱慧卿

河南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领军人物、先进企业风采展示

新时代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党的十九

大作出的重大判断。于河南而言，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步伐加快和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开放战略

平台的功能释放，开放发展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

从 2017年 8月至 2018年 5月，国

家各部委频繁颁发关于供应链的重

大文件，这一系列文件是对我国供应

链创新发展的指导，体现了“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的颁发，将

郑州列入全国供应链体系建设首批

试点城市，标志着传统流通领域的

散、乱、小向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

绿色化的现代流通供应链体系转型

正式拉开序幕。

秉持助力航空港实验区智能终端

企业落地生根、打造“产业综合服务运

营商”的初衷，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研

究，兴港投资集团旗下三级控股公司郑

州市宝聚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宝聚丰”）已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供

应链管理公司成长为航空港实验区乃

至河南省供应链行业的一张名片。

2019年年初，河南省商务厅公布

2018年全省进出口前50名企业名单，

郑州市宝聚丰位列第四。

夯实基础

助力实验区产业孵化升级

郑州宝聚丰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当年，航空港实验区智能终端产业

初步形成集聚之势，手机产量达到

2.58 亿部，郑州宝聚丰的成立就是要

为落户区内的智能终端企业提供进出

口代理、采购分销执行、供应链财务等

优质、系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贯彻配

合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区域发展规划

稳步推进。经过两年多的积累，公司

总结了一套贯穿业务全过程的供应链

管理解决方案设计及执行流程，并对

其进行系统化、制度化、流程化管理。

截至目前，已累计为郑州欧诺、郑州纽

维、郑州创泽等九家落地航空港实验

区智能终端产业园的企业提供供应链

金融服务。

2018年 4月，航空港实验区国税

局将宝聚丰纳税信用等级提升为 B

类。2018年 5月，宝聚丰在实验区年

度出口退税分类管理评定工作中被评

定为二类企业，成为航空港实验区唯

一一家二类外贸企业。2018 年 9 月

28日，郑州海关向宝聚丰公司正式下

发AEO高级企业证书，获得多种通关

便利条件，实现全球范围内与 35个国

家和地区的互通互惠，完成了由一般

信用企业到高级认证企业的巨大飞

跃，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宝聚丰企业

品牌的溢价和知名度。

在航空港实验区相关局委和集团

公司的支持下，郑州宝聚丰在诚信经

营、风险管控、财务管理等方面逐步夯

实基础，得到服务客户和税务、海关部

门的肯定与认可，海关税务申报时间大

幅缩短，出口退税工作效率有了全新的

改善。2018年，郑州宝聚丰完成业务

量 60亿元人民币，在河南省进出口企

业中位列第四名，缴纳税费超过16000

万元，出口手机整机3100万部。

创新拓展

壮大中原供应链金融力量

服务实验区落地企业是宝聚丰的

立身之根本，通过为客户量身定制差

异化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强化宝

聚丰供应链服务企业的战略定位，探

索更多符合市场发展趋势的新行业和

新业务模式则是下一步发展方向。

2018年 11月，郑州宝聚丰被河南

省供应链管理协会正式授予“常务理事

单位”称号，进一步促使宝聚丰承担行

业和社会责任，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和业

务扩展职能，整合、优化、升级企业内生

资源。2019年，郑州宝聚丰被河南省

商务厅等部门认定为河南省首批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这意味着郑州宝聚丰正

式跻身省内一流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之

列，在促进中原地区中小企业出口方面

发挥更重要的孵化和带动作用。

为此，宝聚丰进一步提升团队服

务的专业化水平，整合优化业务流程，

延伸服务链条，加强风险控制，为客户

提供专业、规范、风险可控的全流程外

贸进出口服务；设立宝聚丰香港经营

平台及深圳经营平台，寻求与行业内

有影响力的客户进行深度合作，践行

招商引资和产业孵化的职能，牢牢把

握深圳经济特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的机会，引入更多重资产、大规模的优

质实体企业落地航空港，为航空港实

验区八大核心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砥砺奋进

用心打造一流“产业综合服

务运营商”

随着社会化生产方式的不断深

入，市场竞争已经从单一客户之间的

竞争转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

争，同一供应链内部各方相互依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宝聚丰在维

护所在供应链的生存、提高供应链资

金运作的效力、降低供应链整体的管

理成本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

模式。

宝聚丰在参展第十三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郑州市委

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马

健，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

常继红就对宝聚丰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极大肯定，并希望宝聚丰再接再

厉，持续助力航空港实验区智能终端

产业的发展。

河南省供应链管理协会秘书长

卢秋义也十分认同宝聚丰的发展模

式。他提出，宝聚丰隶属供应链管理

行业，一直以来为落地航空港实验区

智能终端产业园的生产企业提供优

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对实验区的发

展规划稳步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和制造业总

产值继续攀升，资源禀赋和产业转移

将使中西部地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

造业中心之一。航空港实验区地理位

置优越，拥有完备的“米”字形交通运

输体系，具有发展供应链事业的区位

优势，这也使港区有机会成为服务于

全国中高端工业的全球供应链管理中

心之一。

“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

的步伐越走越快、开放的环境越来越

好。”正如省政府主要领导在第十三届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致辞中指出的那

样，宝聚丰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借助

国家的利好政策，一步一个脚印才取

得了今天的成绩。宝聚丰将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为打造一流的“产业综

合服务运营商”继续前行！

临空经济展翼下的供应链金融产业样本透析
——郑州宝聚丰创新拓展，赋能中原供应链金融产业升级

宝聚丰与6家企业集体参展 AEO授牌仪式

郑州市宝聚丰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田蓬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