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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却有暖意融融。黄浦江畔，传来金银花香。1 月 6 日，

上海福禾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

上市。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同时向福禾诚正式授牌。

上海福禾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是一家注

册在上海张江科技园区的生物科技领域研发公司，目前主要从事金银

花的种植和销售。

福禾诚全资子公司三明市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地处福建省清流县山区，因当地山区海拔地势较高，当地环

境优良，种植的金银花品质优良，目前产品产量供不应求。飞翔生物

的种植基地毗邻连城冠豸山景区，交通便利，还紧邻清流县灵台山定

光大佛景区，距离种植基地仅十分钟车程，未来公司将拓展农业生态

观光业务，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福禾诚目前拥有金银花科技实验、示范、育苗基地 1000 余亩，

并与相关科研机构、专业学院、生产厂家联合，已初步形成了金银花

育、植、产、销、加工、技术指导一条龙服务体系，公司致力于金银

花等中药材的研发、种植及销售。

未来两年公司的经营目标是：打造金银花产业示范种植基地，以

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高产、高效、低耗、无污染无公害的金银花，

打响金银花品牌；扩大金银花种植面积，加强农户合作，带动周边农

民致富；积极开拓特色农业观光项目，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夯实公司

团队建设，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加强公司经营管理，重视公司自身建

设。在现有产品规模及销售扩大巩固强化的基础上，发展金银花茶、

酒类生产及牲畜养殖，开展休闲生态观光农业。

未来，福禾诚将坚持以“绿色生态农业”为目标，加大人才引进力

度，吸收更多背景优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为公司服务，扩大研发团

队，提升整体研发能力；进一步加大对核心业务金银花的品种研发及种

植技术的更新，开发金银花衍生产品，推向市场，以满足不同市场层级

的要求；还计划在当地及外省地开发适宜金银花生长的地区并与当地

种植户或企业合作生产，以扩大产业规模。公司为种植户或种植企业

提供种苗、培育技术，由种植户或种植企业按照公司的技术方法为公司

培育产品，目前飞翔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正在酝酿建设之中；并将不断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开拓在国内各地区具有优势的经销商，加大与

各大医药、饮料、日化企业的合作，实现规模化效应。

福禾诚将秉承“客户至上，以质为本，以优取胜”的宗旨，锐意

进取，大胆开拓，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自己的使命，并把它作为企业

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发展生态农业，打造金银花产业示范种植基地
——上海福禾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

·广告

新年伊始，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

北开展环境保护督察试点工作，受到普

遍关注，点赞者、期待者踊跃。但也有个

别声音认为治理雾霾要靠产业转型、法

制完善，不能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甚至

有人提出，国外的伦敦、洛杉矶等曾经的

重污染城市治理雾霾走过了三四十年的

漫长过程，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实现蓝

天常驻。

笔者认为，这种把正常的行政履职

当做“过度依赖”的观点，将行政履职与

法制完善、产业转型对立起来，是站不住

脚的。首先，环保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强

化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制度安排，督促

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的有力措施。其次，行政力量作为治霾

主力军的地位是法律赋予的，在被称为

“史上最严”新环保法的 70 条全文中，有

40 条内容涉及各级人民政府和环保行政

部门，明确规定了行政力量对环保的监

督、奖惩、管理等方面的责任。第三，包

括雾霾在内的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问

题，恰恰是因为相关地方不作为、乱作

为，为了追求政绩而对污染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甚至在利益驱使下与污染企业

同流合污。在这些地方，行政力量不是

过度了，而是失位了。

判断一项工作中行政力量是否过

度，并不是靠一些不切实际的对比和凭

空臆想，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客观规律、

是 否 符 合 国 法 民 意 、是 否 造 成 不 良 后

果。一些城市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表明，

对于雾霾这样的顽疾沉疴，通过强有力

的“铁腕”措施来落实法律规定，不仅能

取得明显的治理效果，广大群众对此也

喜闻乐见。所以，行政力量治霾，既合乎

国法，也顺应民意，当是职责所在。行政

力量天然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应该

是、也必须是治霾主力军。

治霾是一场攻坚战，需要行政力量

当“冲锋队”。梳理伦敦、洛杉矶等国外

城市的大气治污历程不难发现，所谓耗

时数十年，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协调各

方面利益，真正的治污，是从《空气清洁

法案》等相关法律的颁布开始的。法律

就像一把利剑，束之高阁只会蒙尘生锈，

只有握在战士手里才能发挥威力。新

《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

责。”因此，行政力量是环境质量的第一

责任人，也理所应当冲在治理环境的第

一线，这既是法律规定的职责，也是法律

赋予的权力。

治霾是一场整体战，需要行政力量当

“调度员”。雾霾成因复杂，是自然条件、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技术条件

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雾霾看似

是环保问题，但本质上是关乎经济发展全

局的问题。因此，治理也要放眼全局，从

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技术进步、消费观念

转变、能源结构调整等各方面入手。要下

好这盘棋，只有依靠行政力量，才能调动

各种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和公共资源，协

调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发展。

治霾是一场持久战，需要行政力量

当“主心骨”。雾霾不是短期形成的，治

霾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这场治

霾持久战里，必须把行政力量作为“主心

骨”，既要拿出雷霆万钧的短期措施治

标，也要通过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

进产业升级等长远举措来治本。

治霾也是一堂“普法课”，需要行政

力量当“宣传员”。法律既有制裁功能，

也有引导、教育、规范等作用，新《环境保

护法》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

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所以，在治霾

过程中，行政力量不仅要依法履职，也要

做好普法宣传，通过执法实践，真正树立

起法律的权威，让偷排偷放者不敢有侥

幸之心，让污染企业无立足之地，在全社

会形成人人关注环保、人人投入环保的

氛围，从污染源头和观念源头入手，彻底

扭转大气污染久治不愈的局面。

从对账单看“互联网+”新面貌
陈 静

一些城市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表明，对于雾霾这样的顽疾沉疴，通过强有力的“铁腕”

措施来落实法律规定，不仅能取得明显的治理效果，广大群众对此也喜闻乐见。所以，行

政力量治霾，既合乎国法，也顺应民意，当是职责所在

行 政 力 量 治 霾 是 职 责 所 在
陈发明

点点 评评 近日，四川成都市出台了“史上最严”的地名总规——《成都市

地名总体规划2015-2020》，将中心城区划分为16个地名区块，其中道路、公

共空间、建筑物等命名都要遵循具体规则，接地气，传承历史味儿，拒绝

“洋名”和“怪名”。此外，要求地名命名中优先使用“老地名”，以及不得使

用繁体字、异体字、自造字和标点符号等。地名，是城市的“活化石”，也维

系着城市的历史温度。当下一些城市贪大求洋，造成千城一面，如何保护和

传承本土历史地名？成都市的这一尝试值得探索。 （时 锋）

地 名 新 规
刘 军作

被网友们戏称为“网络生活观象台”

的支付宝 2015 年度对账单近日正式发

布。和往年聚焦于土豪地区、热门商品的

一个个数字相比，今年的这份对账单却在

网购之外体现出种种“新意思”。网络支

付日渐“百花齐放”，已经成为传统产业与

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互联网+”

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2015 年，移动支付占比从 2014 年的

49.3%攀升至 65%。抢红包、叫外卖拿补

贴、超市“满 100 减 50”⋯⋯互联网平

台们绞尽脑汁的推广活动，让移动支付

从年轻人的时髦之举，变成大爷大妈手

机里的“标配”。

移动支付的快速攀升，一方面意味着

东西部“数字鸿沟”的进一步弥合。移动

互联网对终端和使用技巧要求更低，让中

西部和偏僻地区的用户能方便“触网”。

年度对账单的数据显示，移动支付笔数占

比排前五的地区分别是西藏、贵州、甘肃、

陕西和青海，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另一方

面，移动支付也像是“地基”，跨过这道坎

儿，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的 O2O 才

真正有了用武之地。2015 年也是支付宝

年度对账单统计 O2O 消费金额的第一

年，从数据来看，打车、餐饮、外卖仍是

O2O 热门类目。和一线大城市相比，二

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对外卖点餐、手机打车

等创新服务更为热衷。这也意味着，“互

联网+服务业”并非只在一线城市才有机

会，在线下渠道相对不发达，消费者更需

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二三线城市，也大有

潜力可挖。

数据同样显示，“互联网+传统行

业”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也

在让传统行业有机会扩大服务范围，甚

至进而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习惯。拿互联

网金融来说，参与招财宝和余额宝的理

财用户中 90 后理财人群占比 37.3%，此

外还有 14.4%的互联网理财用户来自农

村地区。传统行业通过互联网的深度改

造，争取到过去难以覆盖的用户，并让

他们开始习惯于享受普惠服务。

对于国内传统生产制造企业来说，

年度对账单带来的数据可谓“一记警

钟”。去年一年，消费者境外消费力大

涨，其中海淘人均消费 844 元，境外线

下刷支付宝人均消费 1285 元，退税人均

金额超 540 元。这些数字都说明，消费

仍大有潜力可挖，消费者消费升级的愿

望相当强烈，东家不买买西家，拿不出

有效供给，就只能将消费者拱手让人。

供给侧改革已势在必行，传统企业依然

可以通过互联网汲取能量。通过互联

网，消费者的需求可以瞬间反映到生产

供给端，并迅速得到总结，以此推动商

品设计流程和生产流程的变革，最终使

整条供应链的组织都更加高效，通过个

性化的定制经济解决消费者的“痛点”，

从而获得他们的青睐。

拍婚纱照逼停火车并不浪漫

网络“标题党”该治治了

据报道，近日某地一对新人别出心裁，牵手到铁路
上以火车为背景拍摄婚纱照，将一列正在启动的火车逼
停，被当地铁路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短评】年轻人让婚纱照拍出浪漫的风格，本来无可

厚非，不过将安全问题抛之脑后，在铁轨上拍婚纱照逼停

火车就不可取了。这不仅会对自身生命安全带来隐患，

也会影响列车运行和乘客安全，应当受到处罚。法治社

会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任何时候

都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做危害公共安全的事。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国家网信办修订后的《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稿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应当
完整、准确，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

【短评】现代社会工作生活节奏快，信息纷繁复杂，人

们阅读呈现“碎片化”倾向。于是，某些网络信息服务提

供者为增加点击率和搜索量，在转载其他媒体新闻时断

章取义，甚至有意歪曲原文，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对于

网络“标题党”，必须严加规范，明确网络转载行为管理责

任。期待此次规定的出台，让网络转载信息更加规范，网

络环境更加风清气正。

15元盒饭“缺货”直指服务问题
近日，有媒体记者在高铁列车上体验发现，售价

15元的套餐虽然物美价廉，但乘务员从不主动提及，
常常“藏着卖”“躲猫猫”，引发网友的共斥。

【短评】乘客在高铁列车上买不到便宜盒饭和饮用

水，此前多次被媒体关注，铁路部门公开回应“15 元盒饭

不断供”。不过，在很多人的经历中，高铁列车上 15 元的

盒饭确实难得一见，而那些高价盒饭往往又名不符实。

无论是 15 元盒饭“缺货”，还是高价盒饭名不符实，都指

向铁路餐饮服务问题，在缺乏竞争和外部监督的条件下，

乘客的消费体验很难得到提升。对此，铁路部门应积极

回应乘客需求，主动改进管理和服务，从而赢得信任。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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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江苏如东县设疏导点让摊贩进场经营，但

摊贩却抱怨生意一落千丈。以服装摊位为例，该区域内

原本 18家服装摊位如今只剩 2家。

设疏导点本是好事，而疏导点成了摊贩的“痛

点 ”， 确 实 耐 人 寻 味 。 过 去 ， 在 对 游 贩 散 摊 的 管 理

上，很多地方采取堵的思路，结果效果不理想。这表

明，一堵了之并不是最佳管理办法。毕竟，游贩散摊

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广大市民也需要价格相对低廉

的街边市场，这正是游贩散摊得以生存的逻辑。如东

县设疏导点，变堵为疏是好思路，但如何让好事办

好，却值得思考。

游贩散摊之所以有市场，除了因为价格便宜，还

在于其便利性。如果疏导点远离居民区，游贩散摊都

集中到了疏导点，便利优势就可能不复存在。毕竟，

没有人会为买根针线或修根拉链这样的琐事而跑太远

的路。没了人气，揽不到生意了，小商小贩纷纷弃

“点”而去，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如东县疏导点遭遇的尴尬，此前在别的地方也曾出

现过。政府部门给摊贩设疏导点没错，但也要设身处地

为摊贩和居民的方便着想。只有考虑到他们的实际需求

和难处，才能实现真正的多赢。

莫让疏导点成了摊贩“痛点”
奚旭初

通过互联网，消费者的需求可以瞬间反映到生产供给

端，以此推动商品设计流程和生产流程的变革，最终使整

条供应链的组织更加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