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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倵瑃 孙仁斌

谷雨时节，作物新种，东北地
区陆续开始春耕。记者在田间地头
采访时，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悬挂的
禁止焚烧秸秆的条幅和标语，然而
效果不尽如人意，辽宁省近期通报
批评上百个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
织，火点责任人被问责近 300人次。
治烧荒不能只靠宣传，还得出实
招。

烧荒是我国不少地方农村的传
统，秸秆被付之一炬，是最经济也
最简便的方式。有农民不理解：

“祖祖辈辈都是种地前烧荒，为啥
到如今烧荒就污染环境了？”另
外，基层政府“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要管住千家万户的农
民，力有不逮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近年来，环保问题日益被重
视。从各部委、省区市到县乡，每
逢秸秆焚烧季，都会重申政策严防

死守，从政府通知到田间标语，屡
见不鲜，但结果是烧荒顽疾如故。
治本还需出实招，不妨依靠科技创
新合理疏解农民需求，真正使农民
做到从“不敢烧”到“不想烧”的
转变。

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和
现状来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契机，推动秸秆资源化利
用不失为一个妙招。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每年可生成 7 亿多吨秸
秆，从目前各地的秸秆综合利用实
践来看，秸秆气化、发电、做生活
用具材料等多种循环利用途径是行
得通的。如何使这些技术进一步完
善、普及、推广，还需政府、科研
单位以及相关企业努力攻关。

治理秸秆焚烧、烧荒等行为，
还应理顺政府、企业、农民三者的
关系。要合理分担治理成本，强化
政府在政策扶持、规范管理、公共
服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调动全社会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的积
极性。农民有了动力，才会自觉参
与其中，禁烧才会有实效。

（新华社沈阳4月25日电）

治烧荒不能只靠拉横幅、贴标语

毛建国

共享单车以其便捷受到追捧，
在不少城市蹿红。然而，破坏或霸
占单车、乱停乱放等负面现象，也
饱受诟病，给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新
题。山东济南尝试用制度化解难
题，依法依规履行监管责任，回应
群众需求，摸索出一条治理路径。
目前，济南共享单车平均比一线城
市使用率高70%左右，投诉率则比
全国其他城市低 60%左右 （4 月 25
日《人民日报》）。

在公共管理上，经常出现“一放
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怪圈。共
享单车也不例外，自其出现以来，可
谓“誉也满身，谤也满身”，在喜欢者
眼中是一块宝，在厌恶者眼中则是
一丛惹是生非的野草。

“济南经验”最了不起的，是

在政、企、市民之间找到了最大公
约数。其中的关键则在政府，表现
为政府部门如何认识共享单车、如
何对待共享单车。真正解决了这两
个问题，共享单车就会“德不孤，
必有邻”，就会取得很好的发展。

学术上存在一种说法，认为在
市场失灵和政府治理失灵的地方，
往往需要引入第三方治理。这些年
来我们看到，在传统市场失灵和政
府治理失灵的地方，现在市场力量
往往通过共享经济的方式，努力开
辟新的空间，提供新的服务。比
如，共享单车的出现，有效填补了
过去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的空白，
让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进入可
治理的更佳状态。

济南市停车管理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共享单车蹿红，显示出老
百姓的巨大需求，也补上了传统公共

自行车的短板，对于共享单车，“济南
的态度一直是鼓励和支持”。可以看
到，济南是把共享单车作为公共服务
的补充来看待的。事实正是如此，当
我们想破解城市病时，必须“以百姓
之心为心”，努力延伸公共服务。以传
统眼光来看，这本来是政府的事，由
于各种原因，政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
好，现在出现了市场力量，这是政府
之友，而非政府之“敌”。

对于市场力量，应该给予理解
和信任，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但也要看到，市场力量也存在野蛮
生长的一面。市场力量并不必然具
有免疫功能，与城市治理并不具有
必然的一致性。因此，相信市场力
量并不是放任市场力量，特别是在
公共领域，要看到“市场”可能带
来的副作用。共享单车也是这样，
无论资方抛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

由，都不能掩饰其谋利之心。这
时，就需要政府部门适当的干预。

这种政府干预，并不一定表现
为打压，有时还需要放手支持。当
前共享单车出现的问题，有些是资
方的原因，但有些问题是资方无力
解决的，这时就需要政府帮助解
决。济南明确，“自行车回归城
市，必须是有序的。要在规范中发
展，在发展中规范。”为此，济南明确
了管理部门，不仅对进入济南的共
享单车企业从技术、运维和服务等
各方面进行严格审核，而且对停车
区域合理布点，未来还将在大数据
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这么做，
有堵也有疏，有管理也有服务。

“济南经验”告诉我们，原来
共享单车也可以不是麻烦。这里真
正考验的，其实是政府对待新鲜事
物的责任担当和智慧办法。

原来共享单车也可以不是麻烦

小心假冒伪劣品，
披张洋皮把你骗。
盲目信任要不得，
更盼质监多把关。

据4月24日新华社报道：食品安
全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的重点
话题。为了吃得放心，越来越多的人
不惜花更高的价钱购买相比之下似乎
更“安全”的进口食品。然而，近年

来出现质量问题的进口食品数量呈上升趋势，“洋包装”之下也可能
埋藏着食品安全隐患。

月亮并非外国圆，
进口食品亦这般。
网络代购渠道广，
许可证件需细验。

郑晓华 文
盖桂保 绘

据 4月 25日《新京报》报
道：近日，杭州交警面向外卖平
台送餐人员发放《外卖小哥交
通安全手册》。如果送餐人员因
交通违章，需要现场接受处理，
考虑到“赶时间送餐”的实际情
况，送餐员可在一周时间内自
行选择时间，“弹性受罚”。由于
担心超时被投诉，外卖送餐人
员超速、逆行的现象较为普遍。

点评：外卖小哥违章现象多，是因为“赶时间”而不是“接受
现场处理”。“弹性受罚”没有改变其违章动因，反让其有了“退
路”，为赶时间而违章的情况或会更多，而且针对特定群体实行

“人性化”执法，也有失公平。这样的创新值得商榷。
@芙兰朵露：被交警拦下耽搁了时间，只有更快才能不耽搁送餐。
@发牢骚：说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4月25日《春城晚报》报道：近日，天津市一家医院的医学整
形外科为应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整形美容热潮，开设“大学生就业整
形专场”，引起关注。一些面临择业的大学生走进美容整形医院，想通
过改变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面试加分，近几年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点评：大学阶段，正是爱美的年龄，对有些学生来说，也有
“变美”的需求。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通过整容提升颜值没什
么不好，没必要上纲上线给予过多解读，但应该让整容者明白其中
的风险。

@福利费新来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手术不失败，就
应该是好事。

@lflosk:漂亮一点、英俊一点，能够提升自信心。

据 4 月 25 日澎湃新闻报道：
近日一款名为“水滴直播”的网络
平台中出现全国多地学校的课堂直
播画面，引起舆论热议。参与视频
直播的学校涉及多个省份，从幼儿
园至高中毕业班均在其中，直播场
景多为教室，也有学生宿舍。

点评：课堂是学生学习、教师授课的主要场所，宿舍是学生作
息的封闭空间。为管理需要，在教室安装监控并无不妥，但视频开
放应有限制，毫无遮拦地将学生的一言一行公开直播，显然会将学
生、教师的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呈现出来，宿舍更涉及隐私。这种
做法涉嫌侵权，应叫停。

@V领小：打个哈欠或许会被认识的人当笑话讲，谁愿意啊。
@腿和胳膊：视频怎么到直播平台的？应该追查学校的责任。

据4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湖南省宁乡县虎山特殊教育学
校为招待上级领导，将活动教室临时改成唱歌场所，还让年轻老师陪唱陪
舞，有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虎山学校被作为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

点评：虎山学校被列为反面典型当然不冤枉，但其所作所为是
投人所好，且应得到了所好者的首肯，不然一番苦心就会变成白忙
活，故更大的反面典型应是那“上级领导”。在处理违规违纪事情
上，不能只拍苍蝇，更该打老虎，这样才更有警醒效果。

@宫斗：马屁拍的不是时候，也没拍对地方。
@龟苓膏：在特殊学校莺歌燕舞确实有点过了。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董
煌群 张安卿） 自今年 1月中澳自
贸协定进行第三次降税后，我市对
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再迎利好。据
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宁波口
岸对澳大利亚进口额为 48.7 亿元，
同比增长 1.2 倍；出口额为 48.1 亿
元，同比增长 14.3%。第三次降税
已为我市企业减免关税 1099.8 万
元，同比增长1.27倍。

据介绍，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
羊肉、乳制品、水果、葡萄酒、海
鲜等热门产品均在第三次降税范围

内。关税进一步降低，在降低企业
进口成本的同时，也增强了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以进口澳洲葡萄酒
为例，刚开始关税为 11.2%，今年
税率降到 5.6%。进口价 100元的葡
萄酒，关税仅有 5.6 元。消费者因
此会享受到更多的价格优惠，价廉
物美的进口红酒等生活消费品将走
进千家万户。”宁波柏丽莱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斌说。

中澳自贸协定第三次降税后，
我国出口至澳大利亚的商品零关税
税目比例达到98.5％，对货物出口

的积极影响逐渐显现。“从今年一
季度宁波口岸的出口情况来看，由
于纺织品、服装、汽车零部件等我
市优势产品享受更多关税优惠，出
口量较往年有明显上升，出口规模
有望进一步扩大。”北仑海关通关
科副科长王紫说。

据悉，对澳进出口货物可通过
海关“中澳自贸协定绿色通道”快
速通关。宁波海关还设置了专人专
岗对中澳进出口业务涉及的原产
地、归类、税率适用情况等进行审
核，实时跟踪货物及报关单流转状

况，为企业提供通关便利。企业如
不清楚中澳自贸协定相关优惠政
策，可通过 12360 海关热线等咨
询。

宁波海关提醒，进口货物须在
申报环节提供《中国－澳大利亚原
产地证书》正本，才可以享受中澳
自贸协定优惠政策，但完税价格不
超过 6000 元的同批次进口货物不
用提交证书。出口货物如要享受中
澳自贸协定优惠政策，出口企业应
根据规定向出口方授权机构申领原
产地证书。

中澳自贸协定第三次降税带来利好
为甬企减免关税逾千万元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戴
碧芸 永轩） 近日，我市发改、国
税、地税三部门联合发布了新版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实 施 联 合 惩 戒 措 施 的 合 作 备 忘
录》，33个部门将采取28项措施联
合惩戒失信纳税人。

新版《合作备忘录》明确，在
原有的 20 个联合惩戒成员单位的
基础上，增加民政局、环保局、住
建委等 13 个合作单位；惩戒措施
由 18 项增加到 28 项，新增从严控
制生产许可证发放、限制从事互联
网信息服务、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等惩戒事项。

“新版 《合作备忘录》 加大了
对失信纳税人的惩戒力度，进一
步完善了我市‘失信黑名单’联
合惩戒协同机制，为‘十三五’
期间全面推进‘信用宁波’建设
打下坚实基础。”市国税部门负责
人说。

据悉，此前“失信黑名单”联
合惩戒收效良好。20 个部门依托
宁波市公共信用平台，对 149个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在检验检
疫、出境、融资等方面实施惩戒限
制措施 476 次，其中已有 3 家企业
在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后被移
出“黑名单”。

33个部门28项措施
联合惩戒失信者

本报讯 （记者单玉紫枫 通
讯员钱芳 姚珏） 昨天，笔者从
市商务委获悉，2017 汉诺威工业
博览会 4月 24日至 28日在德国汉
诺威展览中心举办，宁波近 200
家企业参展。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全球顶
级的专业性、国际性贸易展览
会，每年一届，迄今已有 69年历
史。它不仅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
展示场地，而且技术含量极高，
被公认为全球工业设计、加工制
造、技术应用和国际贸易的最重
要平台之一。

自1990年起，宁波企业便抱

团参加该博览会。据介绍，本
次博览会设 27 个展馆，展览规
模 超 过 20 万 平 方 米 ， 全 国 约
1400 家企业参展。其中，宁波
企 业 的 参 展 面 积 达 2000 平 方
米，宁波金田铜业集团有限公
司 、 宁 波 中 大 电 机 有 限 公 司 、
宁 波 慈 光 同 步 带有限公司等近
200家企业参展。

在此次博览会上，我市设置
了宁波特装展台。据市商务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希望借此充分发
挥国际展会影响力，聚焦智能制
造，吸引外资，推动宁波“中国
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近200家甬企
齐聚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本报讯（实习生金鹭 记者张
正伟） 近日，市金融业联合会、市保
险行业协会、市金融研究院等单位
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来到奉化，就农
户在农业保险、设备租赁、农业贷款

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开展调研。
奉化农业经营日益规模化，对

保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目前的农
险理赔范围小、投保档次单一，不
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个性化需求。

“目前的农险以基础险种为主，果
树险只有在果树死亡的情况下才给
予赔付，而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果树
减产、树苗烂根等却不能理赔，也
没有相关的保险选择。”果农李大

姐说。去年承包了无花果园的邬师
傅则认为，目前果树产量险以水蜜
桃为主，覆盖范围太小。

相关专家表示，保险公司应根
据“三农”实际，采取相对灵活的救
助方式，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市
金融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根据本次调研结果出具报告，为制
订相关农险新政提供参考。

金融机构调研“三农”需求

本报讯 （记者易鹤 通讯员
董其岳 施晓芳）“我们企业能享
受到优惠政策，当然很高兴。”昨
天，奉化市大埠冷冻食品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虎军说，用电优惠
价格落实给了企业信心。

合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是国
家、省市“降本减负”的一项内
容。但去年以来，我市不少农产
品初加工企业向市企服办反映，
未能真正享受到农业生产用电的
价格优惠。

市企服办梳理分析后发现，
该政策在省市执行落实过程中确
实存在执行范围缩小、界定不
清、口径不一等问题。

为了切实推进“降本减负”
政策落地，市企服办联合省人大
代表林克宇，向省人大常委会提
出相关推进建议。在省人大常委

会等部门的推动下，全省分类目
录、实施细则、政策文件相继完
成。

4月7日，省物价局正式发布
《关于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有
关事项的通知》。《通知》 规定，
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农产
品初加工范围为蔬菜初加工用
电和水果初加工用电；执行农
产品初加工用电计量，原则上
应分表计量，也可装设总的用
电计量装置，按其不同电价类别
的用电设备容量的比例或实际可
能的用电量，确定不同电价类别
用电量的比例或定量进行分算，
分别计价。该办法将于5月1日起
执行。

据了解，此优惠价格政策实
施后，我市数百家农产品初加工
企业将从中受惠。

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优惠落实
数百家甬企将因此受益

近日，伦敦、里约两届残奥冠军王益楠受聘为余姚姚北地区税收普
法宣传员，在税务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海通食品集团余姚有限公司进行税
法宣传，并送上姚北 EMS“直递通”服务的专用信封。今后，姚北地
区纳税人如需补齐资料，可向税务人员申领专用信封，通过 EMS“直
递通”服务补交资料。

（董娜 胡海勇 摄）

残奥冠军当上税收宣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