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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园！”随着喜气洋洋的一声宣告，
8月27日上午，茂南区公馆镇横山村的茂
名市健绿农业生态园60多亩黄金哈密瓜
迎来开园，将近1000名游客提着篮子、拿
着剪刀走进生态园采摘黄金哈密瓜。

记者了解到，自从公馆镇横山村建
起了生态园，让该村集体经济实现了“零
突破”，还帮助了 100 多名村中低收入群
众就业。种植黄金哈密瓜，就是该村乡
村振兴、发家致富的“黄金路”！

返乡村干部带来产业振兴
希望，帮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那时候回到横山村委会担任支委委
员，看到一块块闲置地，就萌发了在村里打
造一个农业产业采摘基地的想法。”横山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广添告诉记者，
横山村地处我市市区西出口，毗邻西城片
区大学城，距市区十多分钟车程，两条茂化
快线相连接，横龙县道贯穿而过，交通便
捷，村里有效耕地面积2000多亩，果、林地
面积900多亩，水域面积1800多亩，具有发
展农业集体经济的条件。2020年初，梁广
添召集村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乡贤等
开会商议，探讨要以什么形式来整合土地
资源。同时，又邀请了市、区科协专家教
授，华南农业大学特派员等考察研判，应该
种植什么来壮大收益。

经过科学研判，该村最终确定通过
“党建＋科普”引领实施乡村振兴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计划，项目第一期整
合土地资源 50 多亩，主要种植阳光玫
瑰葡萄和黄金哈密瓜。该村党支部组
织牵头采用“村委会＋合作社＋农户”
合作经营模式，由村委会筹资了 100 多
万元，成立“茂南同健生态旅游开发专
业合作社”。

“2020年，我们成立项目的第一年就
实现了开门红，单日进园采摘人数高达
2000 多人，进园采摘能卖到 20 多元一斤
的好价钱。2020年和2021年一共解决了
30多名村中生活困难群众就业。”梁广添
告诉记者，随着项目二期的开展，他们还
帮助了村里 100 多名低收入人员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
“我主要工作是平整土地、种苗、除

草、施肥，每个月2400元的工资。”2022年
4月，项目二期一动工，今年58岁、平时除
了接送孙子上下学的朱阿姨便来帮忙。
她说，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收入稳定，
感到很高兴。

黄金哈密瓜打通致富路，
村干部成了农村乡土专家

一直亲力亲为的梁广添，从项目的
开始，就一门心思扎入生态园里。“我们
生态园是通过大棚种植，用地膜覆盖，提
高光照效率来种植黄金哈密瓜的。大棚
有通风口，现在白天大棚内最高温度达
40 度，晚上为 20 度，昼夜温差达 20 度。
地膜保护根部的生长环境，并结合水肥
一体化精准控制哈密瓜的种植养分，把
控瓜的甜度。”梁广添介绍，为了防止病
虫和免除杂质的污染，当哈密瓜只有一
个拳头大的时候会套上环保无纺布袋，
直到成熟摘下来后再拿掉。

梁广添通过检测土壤养分、请教专
家教授、走访广西农科院，引进选用了高
效优质葡萄、哈密瓜品种。目前，生态园

种植的正是梁广添与华南农业大学赵汴
团队选定的“桂蜜 12 号”哈密瓜，具有耐
湿热、抗蔓枯病等特点。又因外皮金黄，
收益好，被横山村民称为“黄金哈密
瓜”。通过试种发现这个品种非常适宜
在茂名栽培，不用三个月就可以收获，非
常适合作为产业振兴项目进行推广。
2021年4月，梁广添被评为广东省首批农
村乡土专家。梁广添表示，未来会尝试
引进更多品种试种来壮大村集体经济。

华南农业大学茂名现代农业研究院
副院长赵汴告诉记者，2020 年她第一次
来横山村调研时，脚下的生态园还是一
片荒地，经过第一期 50 亩试种到现在二
期的120亩，现在已长满了沉甸甸的黄金
哈密瓜，她看到了产业振兴给村民带来
致富希望的喜悦。

推广“党建+科普”村集体
经济模式，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珠海市驻公馆镇帮扶工作组
支持资金 50 万元，同时横山村党支部发
动乡贤、老板自筹资金 40 多万元，通过

“党员议事日”再次整合了 60 多亩的土
地，建立了珠海市驻茂南区公馆镇（横

山）健绿农业发展生态园，也就是该村生
态园的项目二期。

为了生态园进一步规模化、标准化，
8 月 27 日在开园的同时横山村委会注册
的“茂名市健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
挂牌成立，逐步形成哈密瓜、葡萄专业种
植基地和市场、网上平台销售一体化产
业链。目前，村里已有120多亩种植阳光
玫瑰葡萄和黄金哈密瓜的基地，为村集
体带来 20 万元的年收入。同时，该村通
过商会引入“茂名市协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承包 500 多亩田地种植黑毛豆、水
稻，扎扎实实地将农村田地盘活起来。

“横山村委会通过党建引领壮大村
集体经济，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
哈密瓜、葡萄种植产业基地项目，努力将
横山打造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美丽宜居
特色的精品村庄。”梁广添说。

“我们正在筹备项目的第三期，协同
发展一二三产业。在持续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也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公馆镇镇长罗秋
说，接下来公馆镇将以点带面推广横山
村“党建+科普”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模式，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茂南区公馆镇横山村生态园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动乡村振兴

种下哈密瓜 收获甜日子
本报记者邓晖晖通讯员曹华区

公馆镇横山村60多亩黄金哈密瓜迎来开园。公馆镇 供图

直播带货作为互联网新经济业态，已经成长
为我国电子商务市场最大增长点之一。尤其是
2020年以来，许多行业生产和消费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直播电商因其特殊优势呈现爆发式增
长。与此同时，直播电商更高的流量吸引力与流
量变现能力也带来一些问题，如虚假宣传、不退
不换、假冒伪劣，等等。这些行为及其背后的诚
实信用缺失，成为影响行业健康长远发展的重要
因素，亟待规范和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
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
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
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久前，《直播电子商务
平台管理与服务规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提出“对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主播
以及商家等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信用评价信息宜
在平台进行公示”，从而引导和促进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依法履行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电子商
务消费环境。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直播行业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规范，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直播电
商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征求意见
稿拟建立信用评价体系，有利于为直播电商筑牢
诚信之基。

随着直播电商的日益发展壮大，信用应该成
为行业的准入门槛。一些电商主播拥有大量粉
丝，所谓的“收割”流量、“赚快钱”等行为时有发
生。将信用与直播权限相结合，是相关制度设计
的一个出发点。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虚拟性
特点，明确提出直播主体“不应是曾在虚假广告
中作推荐、证明受到行政处罚且未满三年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将对直播电商行业
中存在夸大宣传和虚假宣传等问题的相关主体
起到极大震慑作用。

信用的公开和共享是诚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基
础，主播、商家和直播服务机构的失信行为既要让
社会大众看到，也要通过信用共享机制被各个平
台看到。一方面，应让消费者的口碑和评价成为
直播行业的指针。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联合惩
戒机制。对直播平台来说，应结合主播的信用等
级，提供与之相适应的监管等级和权限，确保消费
者的正当评价权利并纳入直播评价系统，同时在
技术上确保信用等级和消费评价公开透明。

直播电商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培育壮大新
型消费。只有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直播电商中

“人、货、场”等之间的权责关系，才能促进直播
电商健康发展，让大众真正享受到互联网带来
的红利。 （来源：人民日报）

为直播电商
筑牢诚信之基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29日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五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通过 5 至 8 年时
间，电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保障电

网输配效率明显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及示范应用不断加快。

推动电力行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电力装备是行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行动计划明确通过 5 至 8 年时间，电
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保障电网输配

效率明显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及示范应用不断加快，国际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基本满足适应非化石能源高比例、
大规模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
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能力累计超过2亿千
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供给能力不断提
高，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备满足12亿千瓦

以上装机需求，核电装备满足7000万千瓦
装机需求。

行动计划重点围绕火电装备、水电装
备、核电装备、风电装备等电力装备 10 个
领域，提出装备体系绿色升级行动、电力
装备技术创新提升行动、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发展行动等6项行动。

五部门：

通过5至8年
实现电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 29 日称，今后一段时间，将迎来中
秋、国庆、元旦、春节等多个重要节日。
为保障节假日期间猪肉市场供应，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自 9 月份开
始分批次投放政府猪肉储备，并指导地
方联动投放储备。同时密切关注市场动
态，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建议养殖（场）
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保持正常出栏节
奏；相关企业有序释放猪肉商业库存，增
加市场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自 9 月份开始
投放政府猪肉储备

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电（记者 杨帆、
齐雷杰）29 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对外通报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陈某志等人涉嫌
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的审查起诉情况。检
方经审查认为，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6 月 10 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某
烧烤店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
件，造成恶劣影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案
发后河北省委、省政府、公安部要求迅速查
清全案，依法严惩犯罪。河北省公安厅组织
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管辖，公安部派出
专家组一线指导督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
机关全力开展工作。

检方通报称，8月11日，陈某志等涉嫌恶
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由河北省廊坊市公
安局广阳分局侦查终结，移送廊坊市广阳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廊坊市广阳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明，2022 年 6 月
10日2时40分许，陈某志、马某齐、刘某1、陈
某亮、李某 1、沈某俊、李某瑞及刘某 2、姜某
萍（二人作不起诉处理）在唐山市路北区某
烧烤店吃饭时，陈某志对正在店内与同事李
某、远某、刘某某用餐的王某某进行骚扰，遭
到王某某的拒绝和斥责后，陈某志遂殴打王
某某，王某某与李某对其进行反抗，后陈某
志、马某齐、刘某1、陈某亮、李某1、沈某俊分
别在烧烤店内、店外便道上、店旁小胡同内，
共同对被害人王某某、李某、远某、刘某某持

椅子、酒瓶击打或拳打脚踢。案发后，4名被
害人由 120 救护车送医，其中，李某、远某经
医院检查无须留院治疗后自行离开；王某
某、刘某某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于7月
1日出院。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王某某、刘某
某构成轻伤二级，李某、远某构成轻微伤。
同时，经公安机关询问被害人、讯问犯罪嫌
疑人，并综合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认定网传
4 名被害人在小胡同内遭性侵害、从楼上被
扔下、被汽车碾压等均为虚假信息。

另经公安机关依法深入侦查，检察机关
审查查明，2012年以来，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
一起，在唐山市等地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
段，实施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开设
赌场、抢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11起，实施
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行政违法4起，逐渐形
成了以陈某志为纠集者的恶势力组织。该恶
势力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破坏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六条之规定，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检方通报显示，案件审查起诉期间，检
察机关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讯问了犯罪嫌
疑人，告知了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义
务，听取了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意见。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严格依法公正办
理该案，依法严惩犯罪分子，坚决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检方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8月29日，在长沙市天心区青园南湖小学，老师向学生介绍劳动课程的
内容。

当日，新落成的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南湖小学迎来了新学期的同学
们。据了解，长沙市天心区有7所新建、改扩建学校于2022年秋季学期投入
使用，新增学位9000余个。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长沙：

新校园 新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