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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农村成创业沃土
编者按 近日，国办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推动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士兵等

人员返乡创业。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推动返乡创业契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应尽快将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增强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和稳定性，让广袤的农村成为创业的沃土。

编辑同志：
7月2日，笔者路过河南省商水县舒庄

乡汾河段，发现河水呈锈红色，腥臭难闻，
河面上漂浮着大大小小的鱼，大的有二三
斤，小的约半斤左右。在场的群众气愤地
说：“汾河上游突然放来污水，好好的河变
成了臭水河了！希望环保部门认真查一
查，严惩排污者。”

汾河发源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的
锣鼓泊，流经商水县、项城市、沈丘县，全
长135公里。商水县境内的汾河段，环境
优美，河水清澈，不仅渔产丰富，还盛产名

优特产双黄鸭蛋。如今，上游漯河市境内
排放的污水却让这里变成了臭水河，造成
了鱼鸭大量死亡。其中，紧邻郾城区的商
水县巴村镇、舒庄乡、张庄乡、汤庄乡的汾
河水污染最严重。

据村民反映，向汾河下游排放污水的
很可能是上游漯河市的造纸、化工企业。
说起污水到来时的情形，舒庄乡汾河行政
村村民邵进东说：“7月 2日上午 8点，红
色的污水突然从上游排下来，当时河水气
味难闻。一个小时后，河里的鱼就开始浮
出水面转圈、翻肚。不久，水面上就全是

死鱼了。”张庄乡訾庄村养鱼户訾团红气
愤地说：“去年，我投资10万元在汾河拦
河养鱼，现在都两三斤重了，没想到一次
污水，鱼就全死了。在这 5公里的河段，
遭受损失的养鱼户就有8家，其他河段可
能更多。”

汾河上游排放的污水对下游不少养
鱼户造成灭绝性损失。事情发生后，受损
养鱼户向商水县环保局、周口市环保局、
漯河市环保局进行了反映和投诉，但截至
目前，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受害养
殖户期盼，环保部门尽快化验受污河水，

锁定排污企业范围，严惩排污企业，使遭
受损失的农户尽快得到经济赔偿。同时，
加快推进汾河污水治理工程，使汾河早日
恢复水丰鱼美的原貌。

河南省商水县舒庄乡 乔连军文/图

上游排污致养殖户损失惨重

我创业源自去年夏天。我从学校小卖
部买的冰淇淋，拿到宿舍发现已经化成了

“一摊水”。由此，我发现超市、小卖部等销
售模式，无法保证牛奶、冰淇淋等食品到达
客户手中时的品质和安全。

在互联网时代，冷链食品的传统销售模
式亟需变革，其主要瓶颈在于冷链物流。正
好我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我就想通过自己
所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恰逢国家发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我们学校也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这大
大点燃了我创业的激情。于是，我与另外两
名同学组成了一个校园创客团队，创建了全

冷链食品O2O平台项目——鲜哒哒。去年，
湖南省成立冷链物流协会，我和我的团队通
过在协会实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源。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今年研究生毕业后，我
在家乡湖南长沙县成立了鲜哒哒购物网商
务平台。通过整合上游生产商、中游物流服
务商、下游终端配送服务商资源，实现农村
生鲜产品快速配送。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鲜哒哒电商平台
已经上线，并与 30 个供应商达成了合作协
议。同时，我们构建 5 个社区的冷链物流
配送体系。如今，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订单
成交量。我们计划，待到这５个社区试点

取得初步成果后，就进行试点复制，最终实
现“冷链生态全覆盖”的发展战略。

选择回乡发展生鲜电商，得益于国家
的扶持政策，学校的辅导与帮助。但创业
过程中，经验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也让
我们很困扰。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从
降低返乡创业门槛、落实定向减税、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等 5 个方面支持返乡创业，
更坚定了我们创业的信心。我们相信，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客们在家乡的
土地上茁壮成长。（湖南省鲜哒哒冷链
食品有限公司 孟 玲整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孟玲——

创 客 激 情 在 家 乡 绽 放

10 年前，我从乌鲁木齐某部队复员
后，被分配到家乡湖南新邵县大新乡政府
上班。新邵县有丰富的天然油茶资源，种
植高产天然油茶是条致富之路。2005 年，
我辞职创业，筹资 200 万元承包了老家塘
溪村三百亩荒山，种植特色天然油茶，并在
第二年，成立了新邵县天然油茶有限公
司。通过种植专业合作社、协会，对农民种
植油茶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
销售，形成了“市场＋农户＋协会”的发展
模式。目前，我已经建立万亩高产油茶种

植基地，每年全乡农民从油茶项目中增收
达 3600多万元。

在带领村民创业过程中，我也遇到不
少挑战，首先，是资金不足、贷款门槛高；其
次，是一些政府部门支持热情不足，手续繁
琐等等。近年来，尽管国家从减免手续费、
税费等方面，对返乡创业出台了不少的政
策规定，但在一些地方，许多政策并没有真
正落实到位。

在此我呼吁，国家针对我们复员军人
等群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而激发更多

人创业的积极性。一是把扶持复员军人返
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和推
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建立返
乡创业孵化基地。二是着力完善资本投资
机制以及配套的中介服务体系，加速推进
复员军人返乡创业。三是设立专门的服务
组织机构，对自主创业人员提供项目开发、
开业指导、创业培训、税费减免、跟踪服务
等“一条龙”服务，为复员军人搭建返乡创
业大舞台。

（湖南省新邵县 张立星整理）

湖南省新邵县退役军人唐孝周——

盼 好 政 策 真 正 落 实 到 位

1999 年开始，我离开家乡江西省九江
县江洲镇，到武汉一家兽药制造企业打
工。靠着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我陆续担任
了公司区域经理、大区经理、企业事业部总
经理。多年的工作经历，使我不但懂得了
技术、开阔了眼界，还积累了一定的管理与
市场经验。我一直期盼，能以自己的能力
回报家乡。因此，2008 年，我发现有机种
植在农村的发展前景广阔，便毅然辞去蒸
蒸日上的事业，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历程。

凭借我在企业积累的人脉，以及对产
品技术的研究，公司业务不断拓展，从兽药
生产研制到生猪养殖，再到动物粪便、废弃
物经生物发酵制作成有机肥，实现生态种
植，已形成完整的绿色农业产业链，并通过
在本地葡萄种植基地、油茶基地、苗木基
地、蔬菜基地示范作用，实现企业间资源共
享，带动起一批乡亲共同走上致富路。

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
是，一方面创业者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实力，

选择熟悉的领域和行业，不要盲目创业。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对创业者的引导
和风险教育，加快创业培训，建立创业项目
库，让想创业的人有针对性地选择项目，提
高成功率。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创建各
类创业园区，将用地、供电、供水、税收等优
惠政策落到实处，简化手续和流程，提供创
业所需的配套服务，通过小额担保和贷款
贴息等方式，为创业者提供资金上的帮扶。

（江西九江县委宣传部 董 芳整理）

江西省九江县返乡农民工刘建——

回 报 家 乡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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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设更多“幸福城市”

7月 6日，《经济日报》“特别报道”版图文并茂地
报道了河北省石家庄建设幸福城市的实践经验。石
家庄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何以连续六年入选“中
国十大幸福城市”？《品味幸福的滋味》、《让群众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把人民的希望作为城市发展目
标》等文章解开了这座城市的幸福密码。从中我们
可以体会到，幸福感是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与归
属感，各地应推广、借鉴石家庄的经验，从而推动建
设更多“幸福城市”。

建设幸福城市，要求城市管理者将“幸福”列为
施政目标。从政策制定和落实层面提升民众的生
存和发展条件。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良好的就
业与创业环境，经济收入稳定，事业稳步提升，让
老百姓从改革发展成果中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
和实惠。

建设幸福城市，必须注重民生和生态环境建
设。各地必须紧紧围绕“民生”做文章，加强生态环
境整治力度。只有城市环境良好，空气清新，交通便
捷，宜居宜业，群众能够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提升百姓可持续
的幸福感，“幸福城市”才能真正实现。

建设幸福城市，需要政府与百姓共同努力。在
政府营造的宽松发展环境中，大多数人的幸福最终
还是要靠自己来创造。要投身到火热的创新创业中
去，展现才华和智慧，并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首都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沙娅古丽）

▲7 月 8 日，四川省内江市同福乡云台村，“85 后”返乡农民工郭伟（左）与妻子在自

家葡萄园里拍照，并在网上发布销售信息。2013 年，他们放弃城里的高薪工作，回村建

起了规模化葡萄种植园，现在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种植能手。 李建明摄
▶贵州省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村民郑培坤从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

乡，创办生猪养殖基地，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带领村民致富。 杨家嫦摄

让审计为国资“保驾护航”

近日，《经济日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对审计工
作作了专题报道，有助于读者对审计工作有更加全
面和深刻的了解。

审计是国有资产的保护神。一方面，通过审计
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很深的违法违规问题，为国家挽
回经济损失，同时有助于更深层次地发现当前国企
改革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下一
步的改革明确重点。另一方面，通过审计分析、提出
整改意见和建议，为国有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完善企
业管理等提供了有效方法。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国企改革
机遇与风险并存，因此充分发挥审计在国企改革中
的“保驾护航”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当务之急，
是要充分利用好此轮国企审计的各项成果。

一是要客观理性认识审计评价。要认识到国企
审计的目的，是促进国企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改革的
各项预期目标。相关企业应突出问题导向，针对审
计揭露和查出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整改。

二是要积极利用好审计建议。国企审计的相关
意见建议，是审计机关站在国企改革全局高度，认真
分析总结而得来的，既是“肺腑诤言”，更是“治病药
方”，如能被积极采纳，将有助于弥补企业运行中的
一些体制机制性的漏洞。

三是持之以恒抓好成果落实。审计成果一旦被
落实，对于企业来讲，将会长期受益，但前提是对待
审计整改要持之以恒抓好落实，避免“按下葫芦浮起
瓢”、“屡审屡犯”等现象的发生。

（山东省宁阳县审计局 桑胜高）

近些年来，一种专门为村民红白喜事提供宴席
上门服务的“流动饭店”，在不少乡村流行起来。这
种新型的农村经济业态，满足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极
受农民欢迎。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流动饭店”
虽然便民，其存在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流动饭店”大都由农民自主经营，邻里亲戚搭
伙合作，相关从业人员变动频繁，他们多数未经过卫
生防疫部门的卫生健康体检，不符合餐饮从业规定，
存在健康安全隐患；少数经营者为了降低经营成本，
不惜购买一些过期或劣质食料，以次充好，给食品安
全造成隐患；不少“流动饭店”的灶台设在露天，对环
境造成污染。

笔者建议，必须加强对农村“流动饭店”的监
管，不断规范并引导“流动饭店”良性发展，使其
真正成为老百姓的“放心餐馆”。一方面，相关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制定符合“流动饭店”经营特征
的食品安全标准；另一方面，要对“流动饭店”从
业人员健康状况、餐饮加工设备、原料采购渠道等
进行全方位监管，严格行业准入，培育标准化农村
集体餐饮加工企业。同时，建立健全农村“流动饭
店”集中聚餐申报制度，加强食品安全事先备案工
作，把食品安全问题预防工作做实做好。此外，还
应加强“移风易俗、节俭办事”的教育和引导，反
对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促进农村群众理性消费，
推进农村“流动饭店”由粗放型、低端化经营向规
范性、精细型经营转变。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 王宗征）

农村“流动饭店”应监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13

师红星二场杨辉，大学毕业后回

到团场开设了一家汽车美容店。

目前，该团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大学生加入了自主创业的队伍。

李乾红摄

▲图为张庄乡訾庄村养殖户訾团红

（右）正在打捞死鱼，此次排污对他家鱼

塘造成灭绝性损失。

参与评论请扫描二维码

（本报记者 马春阳整理）

7月 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 149 项职业
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
人、注册电子贸易师、全国外贸业务
员、港口装卸工等 62 项职业资格。会
议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集
中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网友热评
@天使泡泡：一些职业资格证就

是为了收费挣钱，极大地约束了劳动

者能动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大背景下，职业资格不应该成为就业

创业的门槛。

@心美丽：应该抓紧建立科学的

国家职业资格体系，让广大劳动者更

好地施展创业创新才能。

@最帅最迷人：整顿清理职业资

格证，对于职场中的我们来说，是一件

好事。就业、上岗、升职，该高的门槛

要高，没有必要的门槛就该铲平。

再取消62项职业资格
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央行：继续实施稳健
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5 年第二季度例会日前在北京召
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灵活运用多
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
现 货 币 信 贷 及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合 理
增长。

网友热评
@经济小学迷：货币政策的制定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经济课题。伴随

着金融市场的日新月异，关注货币政

策内容的同时，也要关注货币政策的

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否

能够适应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哒哒顺风：作为国家金融体系

的调控者，央行的一举一动都对我国经

济有着实质的影响，希望央行在稳定金

融体系的同时，实施更加合理的货币政

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

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公布
GDP增速7%

7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29686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7.0%；全国夏粮总产量 14107 万
吨，比上年增 447 万吨，增 3.3%；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 6.3%；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237132亿，同比名义增长 11.4%。

网友热评
@跑跑兄弟:从上半年看，国内外

形势复杂，我国经济增长总体比预期

低，但仍呈现缓慢复苏。目前我国经

济处于调结构、转方式关键阶段，不应

该把追求高增长作为目标，合理健康

的稳速发展，有利于巩固完善我国现

有的经济体系。

@爱笑没烦恼:在全球经济低增

长的大环境下，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

仍能稳定在 7%的增速实属不易，期待

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更重

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