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要靠发展现代农业
支撑。我国农业，尤其是传统粮食种植业
如何寻求新发展？不久前，记者走访多
地，在广袤田野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崭新时
代气息。

烘干机

为绿色循环农业“加热”

“幸好购置了烘干机，今年 95%的玉
米都归了仓。”河南平顶山农业局局长杨
四震说，今年玉米收获季节遇上连绵阴雨
天气，几年前政府支持合作社购买的这批
烘干机，发挥了大作用。

他介绍，过去农民觉得用现代收储手
段保存粮食不合算，现在不同了，烘干机
正逐步成为当地种粮大户的标配。

在平顶山市叶县瑞鑫种植专业合作
社，烘干好了的玉米饱满结实、泛着金黄，
抓一把抛下来，发出小石子般的响声，这
是玉米粒干燥到位的声音。

“这些玉米大多是用作饲料。”瑞鑫合
作社理事长叶跃峰说，烘干玉米加工成绿
色有机的猪饲料，已成为当地玉米的一大
用途。

记者了解，以绿色有机种植为起点，

平顶山市近几年努力实践循环农业：绿色
有机玉米饲料喂出生态猪，生态猪排泄粪
便处理成有机肥，再还田种出绿色有机粮
食，循环模式由此打通。

吴兴国从事生态猪养殖，十分看好事
业前景。他说，以前当地因为收储不当，合
格玉米产出不足，不少养殖企业只得从东北
调入玉米，成本高了许多，“现在，玉米得到
干爽保存，保障了生态猪充足的绿色口粮”。

优化种植

“面粉城”变身“食品城”

河南永城被称为“中国面粉城”，年加
工小麦面粉60多亿斤。但在以前，当地农
民却抱怨卖粮难。

2016年以前，永城的小麦种植以中筋
品种为主，适合做普通面条、馒头。人们
收入提高后，需求不断多样化，面包、蛋糕
更多地进入寻常家庭，永城强筋小麦、弱
筋小麦种植结构性缺失凸显，不少加工企
业只有从外省购进原料。

河南省农办副主任刘晓文介绍，这些
年，永城优化小麦品种结构，扩大优质小
麦种植比重，以适应面粉等小麦加工企业
的深加工需求；对群众购买优质小麦种子
进行补贴，促进种植结构改善。并以订单
农业的形式，引导面粉加工企业和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企业从播
种到收割全程参与，对订单小麦承诺，以
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

优质小麦的广种，为多样化食品生产
创造了条件。如今，法式小面包、曲奇饼干、
慕斯、手撕面包、凤梨酥等生产线在永城“欢
快”运转，永城由“面粉城”变身“食品城”。

“趋势”引领

品质提升“身价”

“北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杭州

富义仓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向阳
思考着富义仓如何升级“品质”，做好

“线上”。
标准化不足、快递物流体系不发

达、包装营销落后等问题一直制约农产
品的线上销售。“但现在最懂品质的消
费者都在线上，要着力撬动和培养。”叶
向阳说。

“环保、健康、绿色是时代趋势。”叶向
阳把清理、脱壳、谷糙分离、碾磨、色选、抛
光等全部加工过程一一立项，引入灭菌抗
菌、休眠保鲜、仿生保质等国际先进技术，
打造品牌产品。

“农产品线上需求巨大，更多高品质
农产品进入线上，有利于形成农产品电商
销售良性循环。”天猫事业部生活快消总
经理赵磊认为，富义仓所尝试的，正是农
产品所要走的品牌化道路。

“下一步，富义仓还将开发诸如‘单
身族’系列、‘小两口’系列等线上产品，
满足消费需求，提高产品附加值。”叶向
阳说。

□ 新华社记者 许中科 孙清清 唐弢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田 野 变 奏 曲
——感受现代农业新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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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有大量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被叫停，群众拍手称快。好几年过去
了，这些工程如今怎样？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
对形象工程只是“一停了之”，后续处置不
力，造成资源持续闲置浪费，资金坏账不
断增加，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对社会和群
众利益产生“二次伤害”。

“一停了之”造成决策“次生灾害”

近年来，仅全国公开报道的被叫停的
形象工程就达数百个。记者近期调查发
现，有些被叫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迟
迟未能合理收场，已造成不容忽视的决策

“次生灾害”。
——资源资产闲置浪费。近年来，

北方某省不顾实际大干快上建设新农村
社区被中央叫停。截至 2016 年，超过
1000 个新型农村社区停建，直接损失数
百亿元。记者在现场看到，如今，建成三
四年的房子仍无人住，满目钢筋生锈，荒
草没膝。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有的豪华办公楼
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设的酒店、培训中心
被叫停后，对于房屋、土地等资产如何处
置，至今仍未出台具体措施，崭新的大楼
空空荡荡。

——群众利益补偿被搁浅。“村子旁

的码头就是个‘残废’工程，建了扔那三
四年。”12月 21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库区
某县一综合码头旁居住的村民说。这个
码头在丹江一条支流边，但该县航运服
务中心未经审批立项，就给作为南水北
调重点工程的码头“配套”了“康复养老
中心”等五个所谓“护岸工程”，计划投资
5亿元。

由于经济问题，原航运服务中心主任
被立案调查，已经投入 2000多万元的“惠
民工程”2014年停工。多位村民反映：“工
程烂了3年，我们的地没了，原先说好的补
偿直到现在还没给到位。”

——债务负担沉重难消。很多政绩
工程、形象工程都是举债上马。被叫停
后，由于项目陷入停顿，银行出现呆账坏
账，地方也背上沉重债务负担。中部地区
一位省级领导落马后，之前总投资数百亿
元打造的工业项目随之烂尾，地方背上沉
重的负担，提供贷款的银行产生数十亿元
呆账坏账，苦不堪言。

新官畏难不愿为旧账担当

“叫停”工程处置迟缓、处置效果不佳
原因众多。

首先，腐败的流毒与积累的矛盾短期
难以消除。不少叫停的政绩工程与落马
的贪官紧密相关，利益盘根错节，矛盾重

重。太原市委原书记申维辰“力排众议”，
把原本规划为绿地、公园的龙潭片区建为

“新地标”，2014年申维辰落马。原计划
2013年竣工的项目，部分项目至今仍然烂
尾，群众频繁投诉。

“收拾落马贪官的‘烂摊子’是最头疼
的事情，不少工程牵扯大面积腐败，错综
复杂。”一位干部说。

其次，干部畏难情绪大不愿担当。东
北某省一位干部表示，当地一处叫停的形
象工程，拍卖置换时没单位愿意承接，贱
卖了又怕被问责，于是处理意见层层上
报，层层出原则意见，几年间公文来回流
转，就是没人敢拍板。

记者调查发现，叫停工程的后期处
置普遍缺乏规范，造成执行效率低下。
工程项目牵扯合同、资金与人员问题，
需要法律、金融、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
研究和统筹。“干这些事很费力，需要能
力和韧性，但是却不算自己的政绩，后
任干部就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一位
基层干部说。

中部某市城郊一个钢贸产业园内大
量钢材囤积生锈，铁路轨道也杂草丛生。
钢贸产业园负责人介绍，该工程于2008年
与当地政府签约，投资了几亿元。但随着
领导的变动，原来钢贸产业园用地规划整
体被调整，建成规模仅为原规划的四分之
一，现在卡在那半死不活。

须一抓到底防止决策“次生灾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叫停乱
作为无疑是担当，治理整顿一抓到底更是
担当。放任不管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资源、
资产闲置浪费，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是
典型的懒政、惰政。

“决策之前不公开征求意见，上级领
导让停就简单‘一停了之’，官僚主义和形
式主义的背后，都是忘记了权力来源于人
民，责任是服务于人民。”深圳大学管理学
院副教授肖俊说。

专家认为，一方面源头上要强化问责、
终身追责，尽量避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另一方面，对于已叫停的工程应高度重视，
分类、规范、有效处置，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专家建议，有的已经修建的楼堂馆
所、办公大楼等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盘
活，或变更为养老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
施；对于确实不应继续的工程，应及时清
算重新规划并合理补偿群众。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乌梦达 冯大鹏 李劲峰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资源闲置 矛盾积累

形象政绩工程“一停了之”谁负责？

12月28日，
首列开进福建的

“ 复 兴 号 ”
CR400BF 型 动
车组列车（左）停
靠在厦门北站。

当日，全国
铁路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复兴
号”列车首次开
进福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安蓓
杨学嘉）在连续两次“搁浅”后，国内成品
油价格迎来年内最后一次上调。国家发
展改革委28日称，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自2017年12月28日24时起，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70元。

这是今年以来我国第十一次上调汽
油和柴油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织
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
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级价格
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
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
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今年汽油、柴油价格已经
历 25轮调价周期，其中 6次下调，11次
上调，8次“搁浅”。

年内最后一次汽柴油
调 价 再 迎 上 涨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高敬）国家环
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28日介绍，经过两
年努力，我国已经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的中央环保
督察全覆盖，解决了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问责党政
领导干部超过1.8万人。

在环保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刘长
根表示，第一轮督察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13.5万余
件，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立案侦
查 1518件，拘留 152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18448
人，问责18199人。

他说，督察直接推动解决 8万余个群众身边环
境问题，涉及垃圾、恶臭、油烟、噪声、黑臭水体、

“散乱污”企业污染等。同时，地方借势借力，还推
动解决了一批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环保“老
大难”问题，纳入整改方案的 1532项突出环境问题
近半已得到解决。新疆卡拉麦里山等自然保护区
环境问题基本整改到位；内蒙古呼伦湖湿地面积明
显扩大；湖北基本完成湖泊违规养殖的清退工作；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以及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治
理进度明显加快；安徽全面叫停侵占巢湖滨湖湿地
等行为。

除边督边改过程中已问责的1.8万余人，第一轮
督察还累计向地方移交了387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案卷。目前河北省督察试点和第一批督察
移交案卷已完成问责工作，并向社会公开；第二批督
察移交案卷问责工作已基本完成；第三批移交案卷
问责工作已经开始。这意味着，问责人数还将进一
步上升。

刘长根表示，2018年拟对第一轮督察开展“回
头看”，紧盯问题、压实责任，确保整改到位；适时组
织对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环境问题开展专项督
察。同时，下一步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推进督
察体制建设，完善中央和省级环境保护督察体系。

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
问 责 人 数 超 1.8 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白阳）“检
察机关对虐童案件一直高度重视，坚持零容忍依
法严厉打击。在办案的过程中，不论是谁，不论
犯什么罪，只要触犯了法律，侵害了幼儿园儿童
的合法权益，我们就严厉打击，绝不手软。”2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
任郑新俭说。

郑新俭是在最高检举办的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全
面综合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全国近期发生数起幼儿园虐童事件，引发舆论
高度关注。郑新俭表示，这类案件虽然总体数量不
多，但社会危害性非常大。从犯罪类型看，主要涉
及强奸、猥亵儿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等犯罪；从
犯罪主体看，既有幼儿园老师，也有保安等工作人
员。自 2016年 1月到今年 11月，全国检察机关已
经批准逮捕幼儿园工作人员侵害儿童案件 69人，
提起公诉77人。

最高检：

对幼儿园虐童案件“绝不手软”

文在寅：

《韩日“慰安妇”协议》存在重大瑕疵
据新华社首尔12月28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

鹏）韩国总统文在寅 28日表示，《韩日“慰安妇”协
议》无法解决“慰安妇”问题。

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在当天举行的记者
会上传达了文在寅的表态。文在寅表示，2015年韩
日政府间签订的协议不论从程序上还是内容上都存
在重大瑕疵。该协议不仅违背了国际社会就解决历
史问题树立的普遍原则，还把受害者和国民排除在
外，令人深感痛心。

文在寅说，对待历史应不损害真实和原则，同
时，在解决历史问题之外，将为了韩日间展开面向未
来的合作，努力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政府将在

“以受害者为中心”及“与国民同在的外交”等原则下
尽快采取后续措施。

韩国外交部审议《韩日“慰安妇”协议》工作组
27日表示，朴槿惠政府 2015年与日方“突袭”签署
的这一协议，未充分听取受害者意见，存在未公开
内容。

日本外务省随后表示，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并
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韩国政府根据这一报告内容
欲变更已经实施的协议，日韩关系将难以受到管控，
这是日本政府绝不能接受的。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在邮寄过程中遗失2017年8月份
电费增值税发票，发票内容：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户号：7512680951），（票号：05381105），声明作废。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本服务站遗失 2014年 12月 24日由古田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证号：SP3509221450003823。声明作废。

古田县加忠长富鲜奶配送服务站
2017年12月29日

本店遗失2008年8月4日由福安市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352202197404270515。声明作废。

福安市怡香蛋糕店
2017年12月29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宁德市鑫三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7日的股
东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
均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清 联系电话：18060391992
联系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天湖东路 13号（东

湖豪门）1号楼109室
宁德市鑫三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罗清 成员：林清辉、陈慈森
2017年12月29日

宁德市新媒体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宁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
号码：10015100595872，现声明该电子营业执照作废。

宁德市新媒体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人民银行福安市支
行 开 户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4034001957201。声明作废。

福建省果之道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本单位遗失福鼎市农村信用联社
桐山信用社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032000786601。声明作废。

福鼎市陈桷文化研究会
2017年12月29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鼎边贸支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032001104201。声明作废。

福鼎市本力房产中介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本公司公章损坏，章文：福建汉仙茶新
品种繁育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福建汉仙茶新品种繁育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本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损坏，章文：福建汉仙
茶新品种繁育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福建汉仙茶新品种繁育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本店遗失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500164320，发票号码：01302006。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城南五指云端足浴店
2017年12月29日

遗失声明

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

各玩法开奖公告

天天体彩天天体彩天天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
China Sports Lottery

福建体彩网：www.fjtc.com.cn
短信订制：移动拨125903900
联通、小灵通拨95001567或发
1到1062950033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闽
东日报社联合主办

“31选7”第17355期
正选号：03+05+07+09+19+30+31
特别号：16
销售总额为879630元；
一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二等奖1注，每注奖金33420元；
三等奖26注，每注奖金1200元；
滚入下期奖池：645842元。

“22选5”第17355期
开奖结果：01+05+11+12+18
销售总额为：112118元；

特等奖5注，每注奖金4410元。
“排列3”第17355期

开奖结果：3+8+4
我省销售总额为：203532元；
排列3直选我省28注，每注奖金1040
元；

排列3组选6我省141注，每注奖金173元。
“排列5”第17355期

开奖结果：3+8+4+9+2
我省销售总额为：143270元；

排列5直选我省0注，每注奖金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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