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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没有假期，
甚至上个厕所都须持证，工资却少得
可怜；10多名童工不堪劳累只能躲在
宿舍里哭 。这样的违法企业 ，就在我
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就在长沙市望
城区，就是那家名为“捷顺”的工艺品
厂。（5月9日《三湘都市报》）

以往，也听说类似“黑砖窑”的报
道，但总以为这样的“黑心”企业与我
们生活的城市很远。 但事实证明，这
是“鸵鸟”式的一厢情愿。

以最少的成本，赚取最大的利润，
是资本逐利的本能。逃离了法律的监管
与道德的约束， 资本就会张开大嘴，随
意放大它贪婪的逐利本性。从这个层面
上理解，在长沙，在望城区，出现这样的
黑心企业或许并不奇怪。

只是有一点不可理解，这些不堪忍
受的工人为何会向媒体而不是向执法
部门举报，在此之前，他们有没有向劳
动监管部门寻求帮助？毕竟，劳动监管
部门就是吃这碗饭、干这种事的。

不妨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假如工
人们在向媒体爆料之前，已经向劳动
监管部门举报过 ，那么 ，这家黑心企
业的继续违法，就只能反推劳动监管
部门的行政不作为， 或者斗胆设想，
监管部门与被监管者在体制内继续
“猫戏老鼠”的游戏，而将工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诉求置之度外。

倘若被盘剥的工人，一开始就向
媒体举报而没有想到向劳动监管部
门寻求法律的援助，同样也能从两个
方面来推敲。其一是执法部门在法律
宣传 、普及上还有欠缺 ，日常工作还
有不到位的地方，工人还没有意识到
法律是自己维权的最厉害的武器；其
次 ， 说明劳动者对执法部门缺少信
任 ，至于为什么缺少信任 ，就容易让
人发挥想象的空间。

不过， 从媒体向当地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情况后执法人员的表态来分
析， 当地劳动监管部门对这家企业的
情况只能是 “两眼一抹黑”———“如果
最终查实这家企业确实违反劳动者权
益保护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 我们一定会依照相关法律对
责任单位进行处罚”。这家企业使用童
工、损害工人权益的种种劣迹，已存在
相当长时间了，当媒体曝光后，监管部
门还在声称要“最终查实”，就只能说
明他们以前并没有将这家企业纳入日
常监察的视线， 要么就是一种迫于舆
论压力的“托辞”而已。

将监管的关口前移，是提升职能
部门公信力 ，减少 、消弭各种矛盾的
关键，是减少社会运行成本的重要途
径 。对违法现象的事后查处 ，某种程
度上折射出来的是一种 “打死老虎”
的懒政、惰政心态。这样的心态，腐蚀
着法律的威严，客观上助长着违法者
的侥幸心理。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谁在怂恿企业违法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吴俊） 袁隆平院士领衔的
超级杂交稻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攻
关 ， 引入了分子生物技术作为外
援。 昨天下午， “十二五” 国家科
技部 “863” 课题 “超高产水稻分子
育种与品种创制” 在长沙启动， 目
标是运用分子生物技术， 精细定位
出一批重要性状基因， 创制一批优
异新种质及新材料， 选育有重大应
用前景的优质高产新品种， 并推广
种植4000万亩。 袁隆平出席启动式，
他寄望该技术攻关达成预期目标 ，

为超级杂交稻突破亩产1000公斤难
关输送 “顶尖高手”。

袁隆平告诉记者， 水稻优质高
产， 国际现行技术路线有两条： 一
是形态改良， 二是杂种优势。 中国
超级杂交稻从大面积亩产700公斤
到跨越900公斤大关 ， 靠的是形态
改良与杂种优势综合运用， 选育出
具有完美株形和优良遗传特性的
“种子选手”。 如首破大面积亩产900
公斤的功臣 “Y两优2号 ”， 其外貌
特征为 “高冠层 、 矮穗层 、 中大
穗”， 已获 “水稻界的姚明” 美誉。

分子生物技术则是水稻优质高
产的新技术路线。 此次启动的攻关
课题涉及诸多研究内容， 据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邓启云研
究员介绍， 其中包括对于水稻 “野
性 ” 优良基因的揭秘 ， 以及 “Y两
优2号 ” 的母本 “Y58S” 等不育系
如何有效防衰抗老的基因层面详
解， 并将运用于育种创新。

鲜为人知的是 ， 与 “Y两优 2
号” 同母异父的 “Y两优1号 ”， 不
仅获农业部超级稻认定、 还入选科
技部首批 “国家自主创新产品 ” ，

迄今已连续3年被农业部列为长江
流域中稻主推品种， 其田间玉照就
是袁隆平院士向世界介绍中国杂交
水稻技术时自豪展示的那副 “水稻
瀑布 ” 图 。 它还在国家形象片中 ，
作为袁隆平院士的 “陪衬 ”， 登上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超级屏幕。

袁隆平告诉记者，如果借助分子
生物技术攻下水稻大面积亩产1000
公斤难关，则意味着到2030年，面对
全球50亿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中国
杂交水稻技术将有能力承担为 “织
补”世界粮食缺口做出贡献。

分子生物技术“增援”超级杂交稻育种
袁隆平预期目标：亩产1000公斤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制定国际烟花爆竹标准，我省将
起到主导作用。今天，国际标准化组织
烟花爆竹技术委员会 （ISO/TC264）秘
书处在浏阳市成立，这是落户我省的第
一家国际标准化机构。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莲玉出席。

目前， 我省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2000多家，从业人员70多万 ，年产值达
300多亿元。国际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消费的烟花爆竹产品中，有70%以上来
自湖南浏阳，浏阳已成为全世界花炮品
种最齐全、品质优良的产业基地。

但长期以来，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
准，造成生产企业成本提高，贸易摩擦
日益增多。国际标准化组织烟花爆竹技

术委员会 （ISO/TC264）秘书处设在湖
南，有助湖南烟花产业站在国际标准前
沿，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性，增强我国
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借此平台，我国引
领国际烟花产业的标准化工作，把握烟
花行业国际标准的发展趋势和动向，为
破除烟花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奠定基
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石保权副
主任介绍，烟花爆竹标准化工作的国际
突破来之不易。这是根据推动烟花爆竹
产业发展、促进国际贸易和保障消费安
全的需求，经过深入调研，最终成功组
建了“烟花爆竹技术委员会”，并由我国
承担主席和秘书处，这是我国实质性参
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又一重大突破。

3座小Ⅱ型水库
出现重大险情

国家防总工作组来湘指导
抢险，省防指要求全面排查水库
隐患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王育红 杨粲）连日暴雨导致我省3座小Ⅱ型
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昨晚，国家防总工作组
抵达湖南， 并连夜赶赴怀化现场指导抢险。
省防指要求各市州以此为鉴， 举一反三，全
面排查水库隐患。

5月8日至9日， 湘西、 湘北普降大到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导致怀化市3座小Ⅱ型水
库相继出险。其中，溆浦县五叉溪水库放水
涵管出口部位出现塌方；沅陵县梅子山水库
水位距新建坝下涵管开挖坝体缺口回填土
顶部仅差1.5米，存在洪水漫过缺口的安全隐
患；辰溪县王泥田水库发生大坝滑坡，滑坡
体长15米、宽20米，且多处渗漏。

险情发生后，省防指高度重视，紧急会
商研究应对措施， 并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
导抢险， 同时要求各市州全面加强水库巡
查 、防守和抢险 。省防指强调 ，立即组织技
术力量，对在建的水利项目和病险水库（水
闸 、水电站 ）逐处进行排查 。对于发现影响
度汛安全的隐患，要迅速制定处理措施，落
实处险责任 ，限期处理到位 。组织水库 （水
闸 、水电站 ）守护员加强日常巡查 ，发生强
降水时必须24小时不间断巡查。 各级防指
要加大对水库防汛责任人、 守护员到岗情
况的抽查。

据悉 ，今天凌晨4时30分 ，国家防总工
作组顺利抵达五叉溪水库现场，通过采取堵
上游、圧下游、降低溢洪道等应急措施，水库
水位已下降1米左右， 涵管出口没有出现新
的垮塌。另外2座水库也在紧急抢险之中。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段涵敏）
继农村孕产妇平产免费政策后，
我省今年又推出一项惠民措施：
不论平产或剖宫产，农村参合孕
产妇县、 乡住院分娩全免费。记
者今天从省卫生厅获悉 ， 本月
起，该惠民政策在桃源、双峰、衡
东、临武、新晃5个县试点3个月。

“试点结束后 ，将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政策调整和完善，再向
全省推行。” 省卫生厅妇幼保健
与社区卫生处副处长彭中华介
绍， 免费政策将于9月1日起，在
全省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全面实
行。

彭中华介绍， 在试点地区，
只要有湖南户籍、 农业户口、参

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在县、
乡定点助产医疗保健机构住院
分娩 ，均享受全免费 。费用由中
央和省财政定额补助，新农合统
筹基金给予补助。即使没有参加
新农合，农村孕产妇也可享受国
家300元/人的补助。

“2009年全省实
施平产分娩免费政
策后 ， 剖宫产率较
2008 年 下 降 10% 左
右 。” 彭中华说 ，实
行这项免费政策的
目的之一就是控制
剖宫产手术，目前农
村孕产妇剖宫产率
还较高，达到了40%，

这既给孕产妇带来了风险，也增
加了医疗成本。

为规范诊疗行为，按照单项
总额包干制度，该厅制定了分娩
补助标准 ，平产 、剖宫产的基本
服务包标准和剖宫产手术的比
例。

制定国际烟花爆竹标准，我省有了话语权

首家国际标准化机构落户我省
5县试点“农妇生孩子免费”

全省县乡两级9月全面推行

5月8日 ， 江麓
机械制造公司今年
的第三批出口压路
机 发 往 埃 塞 俄 比
亚。 该公司大力开
拓国外机械市场 ，
今年将有50台压路
机陆续销往海外市
场。
谭清红 彭晓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