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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白靖利、字强

云南丽江拉市海自然保护区
是国际重要湿地，近年来却饱受旅
游项目侵占困扰。

2016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指出问题后，丽江市在整改方
案中提出，将严禁在保护区核心区
和缓冲区开展旅游活动，限期整治
与保护目标相悖的旅游项目，依法
取缔未经审批的项目。但媒体近期
调查发现，过去两年当地并未采取
实质性整改措施，反而纵容保护区
内的旅游开发行为，违建的高尔夫
球场也未拆除。

在保护区核心区搞旅游开发、
建高尔夫球场，原本就已严重危害
自然生态。环保督察的反馈意见言
犹在耳，限期处理的整改方案白纸
黑字，丽江为何阳奉阴违玩起了
“假整改”？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到底有多严重？这其中的利益
裹挟和腐败交织又有多厉害？由
“假整改”牵出的种种问题，都必须
彻查。

丽江为何敢对环保督察组“耍
花枪”？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认为
中央环保督察组离地方很远，督察
组来过一次，下次不一定还会再
来；其二，环境治理、修复生态能力
有限，等着上边给予技术指导；其
三，“假整改”背后存在利益纠葛，
各种利益交叉在自然保护区生态
红线区的范围里，要把利益斩断很
难。

检索媒体报道可知，丽江这种“假整改”并非孤例。近
几年，从广西北海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从浙江温岭到宁夏
中卫，“假整改”屡屡在一些地方上演。中央环保督察组首
批“回头看”涉及的 10 个省份中，“假整改”已成为共性问
题。在已有案例中，“假整改”主要表现为对上级督察搞变
通，整改走过场，搞文字整改、数字整改，边改边犯、改了又
犯。

心存侥幸、敷衍应对的“假整改”，是对中央督察权威
和生态文明赤裸裸的挑战，不仅会纵容包庇违纪违规行
为，助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嚣张气焰，还会影响党和政府形
象，贻误环境治理时机。五花八门的“假整改”，是宗旨观念
不坚定、政绩观跑偏的结果，是纪律法制观念不强的表现。
一些地方遇到问题不愿、不敢碰硬，更可能存在利益纠葛
和腐败嫌疑。

“回头看”是一面镜子，能让各种“假整改”暴露无遗。但
是，一个地方的环保问题，不能总靠中央来抓、媒体来盯。
对于“假整改”乱象，必须用“真问责”来铲除。具体来说，必
须开门整改，强化主体责任，让环保不再只是环保部门的
事情；同时，充分调动和保护社会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不让
监督留任何死角。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对“假整改”的地方、部门和
相关企业进行严厉的责任追究，让敷衍塞责的干部和企业
“混不下去”，才能起到应有的震慑力。从根本上来说，必须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根治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的
GDP 崇拜，“假整改”这类歪风邪气才会无处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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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金秋时节，沿
着潮白河畅游天津市宝坻区，入眼皆是风吹稻穗、稻
浪滚滚的丰收景象。蓝天、白云、水韵、稻海、花香，绘
就了一幅北国江南的温婉画面。

宝坻，地处天津北部、北京之东，境内水网如织，
1509 平方公里土地上 37 万亩稻田湿地阡陌纵横。宝
坻还是评剧、京东大鼓两项国家非遗发源地。

四百年前，以《了凡四训》享誉后世的明代宝
坻知县袁黄，将家乡浙江水稻的种植技术引到宝
坻，自此开启了南稻北种的历史先河。袁黄结合宝
坻实际所著的《宝坻劝农书》，倡导百姓采用先进
理念和新技术来提高水稻种植水平，一时间，宝坻
境内掀起了改水种稻的高潮。历经 400 年的发展，
30 万公顷水网滋养了宝坻这块“鱼米之乡”。时至
今日，水稻已成为宝坻的支柱农作物，占天津水稻
种植面积的 70% 以上。

潮白河畔千年古渡小辛码头村，眼下一束束金黄
的稻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这个像璞玉一样的小渔村
是宝坻最早的特色旅游村。自 2015 年起，宝坻区依托
潮白河、青龙湾河、黄庄洼和箭杆河丰富的旅游资源，
把稻渔产业发展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围绕稻区建成
了 17 个特色旅游村，在农耕文化中大做水稻文章。小
辛码头村的水稻文化园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 3000余
种水稻品种，并修建了劝农亭、袁黄像等人文景观，展
现了深厚的稻田文化和淳朴民风。每年五月的插秧
节，十月的钓蟹节、新米节，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纷
沓而至，体验农耕的快乐，感受醉人的生态美，品尝馋
涎欲滴的“小辛码头稻田蟹”，以及香喷喷的“小辛码
头稻米”。

金秋时节，稻香蟹肥。八门城镇欢喜庄村的稻田
里，一只只螃蟹“膀大腰圆”，开始收获，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农户脸上。2007 年，八门城镇欢喜稻蟹养殖专业

合作社首个引进稻田蟹，在田间既种植水稻，又养殖
蟹鳅虾鱼等特色水产品，立体种养以其“一水两用、一
地双收”的优势，实现互利共生、种养循环。目前，宝坻
累计发展稻渔立体种养近 5 万亩，稻田套养品种涵盖
河蟹、泥鳅、龙虾、甲鱼、南美白对虾、罗非鱼、水蛭等
十余个品种，成为京津冀地区稻渔养殖面积最大的地
区。“宝坻黄板泥鳅”“宝坻宽体金线蛭”“有机泥鳅”等
一批特色农产品分别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品销
往韩国、日本，市场占有率达 40%。“黄庄洼大米”“八
门城”“津宝欢喜”“津宝地”“袁黄”等大米品牌享誉京
津冀。儿童米、胚芽米、有机鳅田米和蟹田米等系列产
品更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蟹田米还成为第十
三届全运会指定用米。随着天津市整体打造小站稻区
域公共品牌，宝坻区全力推进小站稻育种、生产、加工
和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金秋十月，宝坻迎来了首届

农民丰收节暨宝坻新米节、天津小站稻推介会等一系
列庆祝水稻丰收的节庆活动。北国江南、水韵宝坻，伴
随着稻米飘香，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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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在南海兴风作浪耍套路
新华社评论员

近期，美国领导人指责中国舰船逼近美国
“迪凯特”号驱逐舰，声称“两舰相距最近时不到
45 码”，摆出一副受了惊吓的委屈样。但美国领
导人在“讲故事”时却对全世界选择性回避了另
一组关键数据：两舰靠近的那片海域，距中国固
有领土不到 12 海里，距美国西海岸的最近距离
超过 7500 海里！

究竟是谁咄咄逼人地逼近对方？答案不言
自明。在南海问题上，过去几年，美国使尽各路
招数，但不外乎三种套路。

套路之一：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招摇海
上、炫耀武力，制造军事紧张。

去年 5 月、7 月、8 月、10 月、11 月以及今
年 1 月、3 月、5 月、9 月，美军“杜威”号、“斯坦
塞姆”号、“麦凯恩”号、“查菲”号、“哈尔西”号、
“桑普森”号、“霍珀”号、“马斯廷”号、“希金斯”
号、“安提坦”号、“迪凯特”号等军舰多次非法进
入中国南沙、西沙、中沙岛礁 12 海里以内海域，
无一不是打着“航行自由行动”的旗号。

但事实是，长期以来，每年大约 10 万艘各
类船只在南海航行从未遇到“不自由”的问题，
正是南海的自由航行传统支撑着全球一半以上
的海上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没有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一个抢在各国完

成《公约》谈判前订立美版“航行自由计划”的
国家，如今却处处打着《公约》的旗号裁定他
国的海上行为，而从不认为自己有遵守《公
约》的必要。美国的做法本质上是以武力胁迫
为手段，把自己对于国际法的片面、错误的理
解强加于人。

这种“航行自由”，实为横行霸道！
套路之二：依仗话语霸权，罔顾事实、造

谣生事，制造舆论紧张。
一边骄纵横行，一边指鹿为马。在多个国

际和地区会议上，美国不断制造话语炮弹，妄
言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对中国岛礁建设
指手画脚，横加指责。

在美式霸权逻辑中，美军在南海部署先
进炮舰和轰炸机不是军事化，美国海军在南
海搞常态化战略威慑不是军事化，美军在南
海进行频繁的抵近侦察和情报收集不是军事
化，美国在南海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是军

事化，美国大幅加强在西太平洋的机动军事
力量、强化前沿军事部署不是军事化，唯有中
国进行岛礁建设是军事化。

可笑的是，常以“法治国家”自居的美国，
此刻又一次选择性失明，避而不谈中国是在
自己领土上进行和平建设，避而不谈一个主
权国家在自己领土上部署防御设施是不可剥
夺的当然权利，避而不谈“军事化”标签不适
用于主权国家领土。

套路之三：经由各种渠道的渗透，挑拨离
间、散布威胁，制造外交紧张。

在南海及周边区域，美国不仅在军事上
秀肌肉，在舆论上摇唇鼓舌，而且还暗中挑拨
离间，散布“威胁论”，妄图制造外交摩擦。长
期研究东南亚地缘政治的西方学者约瑟夫·
托马斯和托尼·卡塔卢奇今年以来各自发表
多篇文章指出，美国在指责俄罗斯试图影响
其总统选举时，却常态化地干涉着东南亚多国

的内政和选举。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姿态以及在
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是美国决定是否对这
些国家采取行动的唯一标准。《南华早报》最近
一篇文章指出，美国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想逼着
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队”。

对于美国耍出的“花活”，南海周边国家
心明如镜。美国知名海洋政策专家马克·瓦伦
西亚发表文章指出，美国试图制造一种东南
亚欢迎美军在南海刷存在感的假象，但事实
是，东盟国家对美国军事介入南海保持警惕。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甚至直接
告诉美国，域内国家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
不需要域外国家的介入。

看破美国的三种套路，便可发现，是心态
在作祟：正是心态不平衡，才想要“再平衡”；
正是心里不自信，才散布“威胁论”。

过去两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见证了
“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展，见证了南海朝
着稳定的方向发展，见证了有关各方积极探
讨合作和共同开发，见证了有关各方在管控
和解决争议问题上相向而行的积极态度。南
海地区各国共同打造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
作之海的决心、信心和诚心，正是对兴风作浪
者最好的回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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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要遇事就掀桌子
新华社记者刘晨

美国“退群瘾”再次发作——— 白宫 17 日
宣布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国际上一时
间议论纷纷。美国在国际多边领域频频仗势压
人，动辄威胁另起炉灶，这种一言不合就欲掀
桌子的做法实在要不得。

按照美方的说法，万国邮政联盟当下规定
的“终端费”费率标准“不公平”，美国邮政
“吃亏了”。美方进而还威胁，未来一年里，
如不能就“终端费”等问题和联盟成员达成令
自己“满意”的新协议，美国将退出该联盟。
而且还放话说不管协商结果如何，未来都会按
自己的标准收取国际邮包的境内投递费。

有 140 多年历史的万国邮政联盟是为了促
进、组织、改善国际邮政合作而成立的，为推

动国际邮政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历
史，美国曾是大力推动者，也是从中获益
者。而今世易时移，利益格局出现变化也是
常事。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错，但与此同时
也应兼顾其他各方利益，共同寻求共赢方案
才是正道。

时代不断发展，国际规则需要与时俱
进，但规矩的调整要大家定，要各方商量着

办，不能一家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更不能仗
着自己是大国，就采取强势胁迫的方式。互
联网时代，国际货物运输的通达顺畅尤需全
球密切协作。协作才能确保快捷高效，降低
物流成本，实现国际社会、物流企业和客户
的多赢局面。任性破坏规则，不仅损害国际
社会整体利益，而且从长远看自身利益也将
受损。

沾光时力挺，吃亏时掀桌子。近年来，
美国政府“退群”和威胁“退群”几乎成为
其表达不满的主要手段：藐视国际规则和协
定的权威性，对国际规则搞“选择性遵
守”，接连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
这般做法给全球治理努力蒙上阴影，对多边
体系造成持久危害，其负面影响仍在发酵，
令国际社会担忧。

随着美国“退群”数量越来越多，其
“信誉赤字”也随之不断攀升。作为世界头
号发达国家，美国应多想想自己在维护国际
多边体系上应承担的责任，凡事三思而后
行。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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