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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14 日电(记者杨喆、苑
欣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树牢绿色发展理念，
从每一粒大米做起——— 记者最近在黑龙江各地
采访看到，人们对“一碗好大米”的追求，倒逼该
省从春耕就开始“供给侧之变”。

绿色种植：为水稻“减肥”

前些年，让绥化市庆安县七河源水稻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立最“上火”的事，是
晚上得让人看着水稻田，防止有人“偷摸扬化
肥”。

“我们推行绿色种植，减少化肥使用，但还
是有老百姓不理解，晚上偷偷摸摸往地里扬化
肥。”孙立说。迫于无奈，他让一些不按照标准种
植的农户退出合作社。

这份坚持收到了回报。合作社产出的水稻，
虽然因减少化肥使用而单产下降，但卖上了好
价钱，还吸引了企业搞订单种植，1400 亩地可
多收入 60 万元左右。

粮食安全，更是
品质安全。减肥控药，
是为产出“好大米”，

更是为了地更“绿”、

水更清。
氮磷钾，曾是化

肥店里的“老三样”。与往年不同的是，在密山
市农友化肥农药经销有限公司，生态有机肥
备货量增加。

“今年有机肥销售比例明显提高，有机肥
的高标准堆沤比上一年增加 3 万立方米。”密
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广东说。

今年，黑龙江将开展有机肥提质增效试
点示范，全省有机肥施用量将达到 1800 万
吨。

“一碗好米”：稻香“鸭先知”

再过 1 个月，虎林市良艳有机鸭稻专业
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宋国良就要第 4 次购进鸭
雏，放到稻田里。“我们这儿得放 1 万多只鸭
子。”宋国良指着稻田说。

“鸭子可以吃杂草，松土壤，粪便可作肥
料……”宋国良细数鸭稻的好处。

2016 年，宋国良去北京参加展会，听到
有人要订购农产品，便凑上前去，人家问他

“你有标吗”。原来，人家只认有机认证标识的
农产品。宋国良第一次了解到有机种植的市
场前景。

因“没有标”而错失良机的宋国良，回来
后开始研究种植有机水稻。去年，合作社的有
机种植面积达到了 1000 亩，产量下降，但产
的大米定位高端，卖到了 15 元一斤。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
人向往“一碗好大米”。“过去是要吃得饱，现
在是要吃得好。”庆安县东禾农业集团总经理
杨晓萍从在街头卖大米起家，见证了水稻生
产由注重产量到“量质并重”的转变。

三江平原是黑龙江省传统水稻主产区，
长期以来“以量取胜”的生产格局正在发生变
化。富锦市乔楚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楚丽霞
说，数年前农场还以普通圆粒水稻为主，如今
优质长粒水稻的种植面积已占 80% 以上。

直面市场：好米成“网红”

多少年来，水稻原粮刚刚产出，尚未变成
“一碗大米”，就被卖到粮库或收购人手中。卖
粮，成为稻农完成一年辛苦劳作的最后一环。

这种年复一年的经营理念退出了黑土
地。而今，面向市场做品牌、搞营销，让“好大
米”成“网红”，让腰包更鼓，成为黑土地上农

民新理念。
“以前我们只知道种地，哪还想过营销的

事？”富锦市东北水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刘春说，以前怎么也没想到，合作社产的
大米，“坐家”就可以卖出去，还能卖上好价钱。

记者了解，现在，通过与企业合作，这家
合作社生产的大米可在线上销售，成了“网
红”产品，在一家电商平台上，月销售量显示
为近 16000 份。

打开黑龙江大米网主页，大米品类下的
各种品牌琳琅满目。近年来，黑龙江通过打造
以大米网为核心的农产品电商集群，建立起
了辐射到村的营销网络。

最近的这个收购季，黑龙江省水稻市场
化收购占比达 50% 以上，首次改变了多年来
以政策性收购为主的格局。更多地直接面向
市场，“倒逼”黑土地上的稻米生产者革新经
营理念。

庆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合江说，为了加
强品牌建设，当地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水稻
文化节”，并组织企业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展会。

“以前我们都是‘原字号’为主，出现了‘稻
强米弱’现象，”绿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永安说，“现在市场化趋势非常明显，加
工企业对优质米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黑龙江：“一碗大米”的“供给侧之变”

新华社北京
电 (记者张越男 、
刘芳 、邹晨洁 )来
自电力行业的代
表委员告诉记者，
农网升级改造已
经取得明显成效，
但一些偏远地区
的电力设施仍有
改善空间，农网升
级改造还需继续
推进下去。

自村里通电后
不久，全国人大代
表、国网陕西省电
力公司山阳县供电
分公司宽坪供电所
员工宁启水便成为
一名电工。2 0 年
间，宁启水见证了
家乡从不通电到通
电、再到电力供应
逐渐升级完善的全
过程，对“电是群众
生产生活的基础”
感触颇深。

“1999 年左右
我们那里通了照明

电，后来又通了动力电，这解决了山上生活的
很大问题，因为有了动力电就可以使用小型
加工设备，方便了磨面和加工饲料，也可以用
电泵从山下抽水上山，否则只能靠人力往山
上挑水。”宁启水说。

宁启水说，过去因电压不稳，刮风、打雷、
下大雨都易导致停电，且停电时间较长，但近
几年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了。电力设备实现了
更新换代，木头电线杆升级成水泥杆，裸线升
级成绝缘线，大大减少了漏电事故的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
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顺说：“自从实施农网升
级改造后，常口村的生产生活更稳定畅通了，
充足的电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

张林顺说：“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离不
开电力先行，20 年前常口村每家每户的线
路像蜘蛛网，布满房前屋后，电压时强时弱
很不稳定，又影响美观。后来，将乐县供电公
司先后对常口村实施电缆下地改造，对村里
每家的户外线、表箱进行全面改造，如今，
线、箱井然有序、美观漂亮，为美丽乡村建设
锦上添花。”

“去年我重点提了关于‘加快农网发展’的
建议，这一年来，当地电力设施已经改善了许
多，不过一些更偏远地区的电网建设还很滞
后，需要进一步改进。”宁启水说。

全国政协委员、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修言建议，继续大力推进农网改
造升级，对农网投资实行长期低息贷款或政
府贴息，在电价政策制定上充分考虑农网投
资的公益属性，妥善解决后续还贷问题；对贫
困地区和边远地区农网建设，应加大中央资
金扶持力度。“要大力实施智能电网、村-镇-
县三级能源互联网、节能建筑等示范项目，提
高农村地区的智能化用能水平。”陈修言说。

▲这是 3 月 14 日拍摄的鸭池河特大桥（无人机拍摄）。

目前，成贵高铁控制性工程鸭池河特大桥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大桥
主体工程完工，钢轨铺设已经完成。预计该桥将于年内竣工。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成贵高铁鸭池河特大桥
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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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3 月 14 日电(记者于也童)食品安全与百
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记者近日从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获悉，沈阳创新监管手段，对网络订餐平台实行网格化智慧
监管，并建设电子取证实验室，运用电子数据证据实现对网
络食品违法案件的智慧高效监管和取证执法，进一步保障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据悉，沈阳在全市划分了 652 个四级网格，将 3 万余家
小餐饮单位全部纳入四级网格中，每个网格绑定 2 名执法
人员，并开发、使用手机 App 进行智慧监管。

目前，沈阳市市场监管局电子取证实验室项目已经
建设完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在网络餐饮服务违法案件
的取证中，电子取证实验室能够实现电子数据的搜集获
取、电子数据证据固定、电子数据恢复等，即便是对删除
的数据，也能够进行数据恢复。电子取证实验室通过对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平台进行数据监测，可以对相关
数据进行分析、过滤并建立索引，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网络订餐平台食品安全专项稽查提供有力的技术手段与
支撑。

此外，针对全市入网商户，沈阳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各区
县监管部门，对网络订餐平台进行了“双随机”执法稽查，执
法人员从网络订餐平台随机抽取入网商户，随机选派执法
人员，对入网商户是否具备上线资质进行核查，加大执法力
度。针对不符合上线要求的入网食品经营者要求平台进行
下线处理。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

创新利用大数据监管

为外卖装上“电子眼”

新华社长春 3 月 14 日电(记者高楠、金津
秀)早上 8 点，在吉林省珲春市一家口腔诊所的
候诊室里，十多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患者等待
就诊。他们之中，有的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
着大巴车来到珲春，有的是从几千公里外的堪
察加乘坐飞机跨海而来。

近年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边城珲
春吸引着大批俄罗斯患者到中国就医。他们在
治疗疾病的同时，还能领略中国的风土人情。跨
国医疗旅游为这座边境小城注入新的活力。

“在我的家乡符拉迪沃斯托克，珲春的口腔医

院口碑都非常棒，到中国看牙也越来越普遍。”
谈起中国的口腔医疗水平，维达立向记者竖起
大拇指，“在珲春看牙，不仅质优价廉，医护人员
也很热情友好。”

维达立此行是和妻子思维达一同来的，
夫妻俩报了个医疗旅游团。镶 5 颗牙只用了
不到一周的时间，除去医疗费用，旅行团的费
用人均每天约 100 元人民币。

“中国的治牙费用比俄罗斯少了 30%。”
思维达告诉记者，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医疗机
构比较少，而且治牙的周期很长。中国的医疗

效率令她非常满意。
据了解，珲春从 2009 年仅有的 10 多家

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发展至今已达 70 多家。
多年从事口腔医疗行业的马凤龙见证了珲春
跨国医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2011 年以来，马凤龙经营的口腔诊所共
接待约 5 万名俄罗斯患者，占就诊量的三分
之一。今年一季度，到诊所复诊和新就诊的俄
罗斯患者就有 615 人。为了提升医疗服务水
平，马凤龙高薪聘请了两名精通俄语的工作
人员负责接待工作。

在马凤龙的办公室里，14 个大型档案柜
格外醒目，柜子里整齐摆放着俄罗斯患者的
治疗档案。“在珲春的大街小巷见到俄罗斯人
并不稀奇，而在诊所里相遇，彼此间就增加了
一份信任和友谊。”他说。

珲春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申美子介绍，
近年来，珲春市专门推出涉外医疗服务，聘请
专业俄语翻译，成立外事服务中心保障跨国
消费权益。“接下来，珲春还将针对境外患者
开展中医保健、治疗、康复、旅游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一颗“牙”让边城珲春兴起跨国医疗旅游热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张骁)记者
获悉，北京市委、市政府日前召开北京首都开
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房地集团有限
公司重组大会，宣布两家企业实施合并重组。

首开集团与房地集团合并重组后，房地集
团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给首开集团，并由首开
集团对其行使出资人职责。北京市国资委表示，
此次重组有利于通过资源整合，打造全市统一
的非经营性资产集中管理处置运营平台，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营模式，更好地服务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市属房地产
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参与老城区改造，传承历史
文脉，重塑街区生态，助力首都城市有机更新。

近期，北京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

作”不断：3 月 7 日，北京市国资委决定对北
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与中关村股权交易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合并重组。

国管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是实现
北京市委、市政府战略意图的投资平台和国
有资本经营与股权管理平台。股交集团成立
于 2013 年 12 月，是北京市唯一的区域性股
权市场(俗称北京四板市场)，也是专门为北
京市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
私募市场。

据悉，国管中心与股交集团合并重组后，
明确股交集团为国管中心的二级公司，国管
中心“十三五”期间发展定位为全国综合性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北京市国资委表示，此

次重组有利于充分发挥国管中心平台功能，
推动四板市场与新三板等资本市场衔接联
动，积极开展业务创新，扩大服务覆盖范围，
促进北京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进一
步搭建市属国有企业与中关村高科技企业、
中小微企业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支持中关
村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推动国有企业不断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级。

2019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
本转变，抓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压缩企业管理层
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

北京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作”不断

▲ 3 月 12 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西门
村蔬菜基地，菜农正在给蔬菜松土。春回大地，人们纷
纷投入到忙碌的生产劳动中。

新华社发(司马天民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阳娜)“3·15 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临近，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消
费者协会 13 日主办的“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主题活动上获
悉，2018 年北京市共查办合同、广告、侵犯知识产权、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涉网案件、价格违法案件等合计近 2 万件，
罚没款总额约 3 . 9 亿元。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持续畅通维权热线、APP、互联网
等投诉渠道，妥善处置投诉举报 82 . 77 万件，2 万余户企业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

据悉，为进一步强化企业自律，目前已有 4000 余家线
下大型商超、线上 10 万余家商户建立消费争议快速和解
机制。与此同时，北京市实施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与 21 个
省、55 个地市、81 个县政府部门和 700 余家食品生产基
地企业签订合作监管与产销直挂协议。

当日活动现场，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商场、当代商城、
物美集团、沃尔玛、居然之家、集美家居等多家实体商业企
业代表联合发布线下无理由退货框架制度。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2 万余户企业被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

新华社上海 3 月 14
日电(记者王辰阳)无运营
资质网约车清退了多少？
平台数据是否对接给监管
部门？下一步有哪些网约
车合规化工作要做？3 月
14 日，上海市召开 2019
年网约车平台合规化工作
推进会，15 家网约车平台
企业参会。

此次会议和以往的约
谈、进驻式检查、上户检查
等“一对一辅导”形式不
同，由上海市交通委执法
总队、上海市运管处、上海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上海
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组成的
联合检查组对参会的网约
车平台企业进行集中“授
课”，并且还布置了“课后
作业”。

联合检查组介绍，截
至 2019 年 2 月底，上海市
的网约车平台企业已清退
第二批无网约车运营资质
的车辆 30 . 5 万余辆。美
团打车、首汽约车、阳光出
行和滴滴出行 4 家平台企业与上海市网约车监管平台对接
完成“双证”(车证和人证)查询比对系统建设。

目前，上海市网约车监管平台已完成“黑名单”预警功
能一期建设，实现对已抄告清退不合规车辆的再违法行为
的预警功能。

针对下一阶段网约车合规化工作安排，联合检查组给
各网约车平台企业布置了“新作业”：3 月底前，清退 1 月至
2 月被交通执法和公安交警部门查处的非法网约车 829
辆；4 月底前，清退联合检查组抄告的第三批无上海市网约
车运营资质的车辆；自 3 月 18 日起，每天至少开展一次通
过平台 APP 叫车软件向当天上线司机推送合规政策宣传
工作；4 月底前，所有网约车平台企业与上海市网约车监管
平台对接完成“双证”查询比对模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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