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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禁渔后，为何非法捕捞禁而不止

白

话广州

“执”同“笠”

新

华时评

疫情防控网

要织得更密一些

热

点观察

市

民论坛

对不文明行为拍照留证并无不妥

发展“高速水路”大有可为

点

击广东

正是有了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的提升， 才有了我

国粮食产量连续 5 年稳定

在 6.5 亿吨以上， 作为口

粮的水稻、 小麦自给率达

98％以上； 才有了我们靠

自己的双手解决了世界近

20%人口的吃饭问题， 取

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 但

也应清醒看到， 在今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粮食

供需紧平衡的基本态势不

会改变。 受制于农业资源

禀赋短缺、 农业人力资本

投资不足、 农业经营规模

不够经济等因素， 我国粮

食安全的基础仍有待进一

步巩固增强， 保障粮食安

全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人民日报：《牢牢

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

过去全球粮食安全危

机主要由于局部冲突、 气

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所

致， 产生的影响都是区域

性的， 主要在非洲和南亚

次大陆， 一般通过国际粮

食贸易规则的协商和粮食

援助等方式来应对。 但

是， 此次新冠疫情引发的

粮食安全危机的成因更具

系统性和复杂性， 各国都

面临严重挑战， 发生区域

更加广泛， 国际合作又面

临疫情政治化等负面影

响， 所以应对难度更大。

———环球时报：《此次

国际粮食危机有一些特殊

之处》

雪中送炭更要落地见

效， 已经制定的减税降费

措施要说到做到， 落实到

位， 绝不能失信于民。 真

金白银一分一厘都不容浪

费……监管部门一定要

“瞪大眼睛”， 加大监督力

度， 坚决制止不合规收

费， 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

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

费感受， 坚决兑现对企业

和社会的承诺。

———中 国 纪 检 监 察

报：《为企业减负要说到做

到》

◎

木木 辑

去年初，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联合印发了《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

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方

案》明确要求，“2019 年底

以前， 完成水生生物保护

区渔民退捕， 率先实行全

面禁捕”“2020 年底以前，

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

退捕， 暂定实行 10 年禁

捕”。 时至今日，“禁渔令”

实施已有半年。然而，近日

多位读者反映， 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情况依然存在

（《人民日报》6 月 29 日）。

理性来说， 长江全面

禁渔奢望一纸文件就令行

禁止，是不切实际的。一方

面，禁令执行的初期，长江

“渔需” 的惯性还会存在，

除了传统的渔民生计需要

转型之外， 还有长期依赖

“江鲜”的餐饮经营项目也

面临转型； 另一方面，“江

鲜”本身是优质、稀缺的代

名词， 禁渔令实施后，“江

鲜”获得渠道堵塞，短缺倒

逼价格大涨， 反而引发非

法捕捞者铤而走险。

推行长江禁渔， 需要

加强有力的执法勿庸置

疑， 尤其是禁令实施之初

更需要雷霆之势， 展示决

心与魄力， 让保护长江生

态深入人心。但十年禁渔，

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推行

长江禁渔， 首先是一场持

久战，考验耐力与智慧，在

不断加大禁渔执法力度的

同时， 还需要推进执法管

理手段的升级， 如加强渔

政执法码头、 重点水域远

程监控、执法无人机、渔政

船艇等装备和能力建设，

形成与保护管理任务相适

应的监管能力， 提高执法

效率。只有坚持不懈，久久

为功，为全局计、为子孙谋

的长江重大生态保护工

程，才能行稳致远。

长江流域线长面广，

执法面临新挑战，人手少、

装备不足等问题凸现，因

此不但需要解决执法力量

薄弱的问题， 更需要推动

区域间、 行业间的群管群

控， 将长江禁渔从禁捞向

禁止交易、 禁止加工经营

延伸，形成流域一体、部门

协作的长效机制。 这意味

着长江禁渔也是一场体系

战。

禁渔要堵更要疏。 事

实上， 长江绝大部分鱼类

品种已在养殖之列， 但人

们对“江鲜”趋之若鹜，更

多反映了对水产品品质的

需求。因此，提高水产品养

殖的品质， 减少消费对自

然生态供给的依赖， 将是

缓解禁渔之困以及未来过

度捕捞反弹的治本之策。

长江流域既要抓住长江大

保护的历史机遇， 加快河

流湖泊的生态修复和保护

步伐， 带动自然养殖的回

归， 也要利用长江禁渔的

契机， 加快扶持养殖产业

转型， 促进产业产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 以更好地实

现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

展。

◎

房清江 公务员

前两日去街市买餸，发

现经常帮衬嗰间潮州牛丸几

日都冇开档， 隔篱档口个档

主话：“执咗成个星期喇。 ”

呢个“执”，就系广州话

里边“执笠”嘅意思。“执笠”

未必系坏事，“一鸡死一鸡

鸣”，呢边执一间，第二度好

快就开一间。 就好似上边提

到嘅牛丸档咁， 附近即刻多

咗间卖速冻食品嘅。

“执笠”系个好有意思嘅

词。 上边个档主话“执咗”，明

显就系用“执”代表“倒闭”呢

个意思，因为“执”本身就有

“收拾”“处理好”之意。 咁点

解要执“笠”呢？ 原来，“笠”都

系有出处嘅。 旧时啲店铺准

备结业， 需要转手， 呢个时

候，为咗攞返笔可观嘅“转手

费”，原档主就会将啲空嘅竹

箩放满成个店面， 营造好生

意嘅假象。 呢啲竹箩，广州话

就叫“笠”。 顺利交接之后，新

档主要“执”好啲“笠”，于是

就有咗“执笠”呢个词喇。

呢个“笠”，以前嘅墟市

上十分常见。 摆档嘅商家，通

常都用竹篓盛物。 呢啲竹篓

亦都叫做“笠”。 每日摆档之

后， 商家会将竹篓收好第二

日再嚟出摊，即系“执笠”。 当

然， 依家商铺转手已经唔会

用到“笠”，亦都唔需要营造

假象，随便揾个理由，好快就

有人接手喇。

◎

李月婷 媒体人

据 《都市快报》报

道，6 月 26 日，一女子穿

泳装与狗在杭州萧山某

小区公共泳池玩耍，有

业主看到后反映给保

安。 保安赶到现场，一边

让她从泳池出来， 一边

用手机拍照留证。 不料

女子态度恶劣， 骂保安

“耍流氓”，还报警。 民警

赶到后， 该女子称保安

侵犯隐私权， 强烈要求

删除照片， 保安则坚称

拍照是取证。 旁边的业

主则向民警表示， 很担

心狗狗身上有病菌，影

响水质。

泳池是供人游泳而

不是供动物戏水的， 把

狗带进公共泳池的行

为， 确实太自私， 也存

在健康风险。 别说业主

一边倒地支持保安， 即

使在法律角度看， 保安

拍照留证也没什么不

妥。

试想， 如果绝大多

数业主强烈要求泳池换

水， 那么换水的费用谁

承担？ 如果没有证据，该

女子到时不承认带狗下

水怎么办？ 对这种不文

明甚至是损害公共利益

的行为拍照留证， 根本

就不可或缺。

至于该女子报警称

保安侵犯她隐私权， 根

本就违反常识。 你光天

化日之下穿着泳衣跑到

公共场所， 就自然暴露

于公众视野， 哪来的隐

私？ 当然， 拍照可能涉

及肖像权， 但是， 任何

权利都不是绝对的。 比

如， 出于监督需要， 可

以对成年人的不法行为

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进行拍照并用于举报；

只要所拍摄的照片没有

用于举证与监督之外的

其它用途， 就不会侵犯

被拍摄者的肖像权。 可

见， 为防止该女子事后

不承认所犯的错误， 对

可能造成的损失拒绝担

责， 保安当然可以对其

带狗进水行为拍照留

证。

该事 件 也 警 示 人

们， 侵犯他人权益与公

共利益的行为， 理当受

到监督并付出相应的代

价。

◎

吴元中 司法工作者

现代化交通， 让城

市与城市、 城市与乡村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比如，

“广清南延线开工

建设， 清远融入广州

30

分钟经济圈 ”

（金羊网 6

月 29 日）， 意味着城市

一体化的半径在不断扩

大。 另外，

“广佛地铁首

列 ‘佛山造 ’列车投入运

营 ， 年底行车间隔或压

缩至

3

分钟内 ”

（《广州

日报》6 月 29 日）， 不只

意味着广佛同城的进一

步提速， 还意味着本土

交通工具制造的现代化

水平在提升。

当然， 陆地交通需

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

如果能够利用好现有水

路， 可谓善莫大焉。 你

看，

“‘新时速

1

’ 高速客

船南沙启航 ，

35

分钟可

达深圳机场码头 ”

（信息

时报 6 月 29 日）。 如果

走高速公路， 南沙到深

圳机场约需 1 个半小

时，走水路则可节约近 1

个小时。 这是因为，水路

不“堵船”，也不必走弯

路。 其实， 广东水网纵

横，四通八达，珠江水系

涉及东江、西江、北江、

韩江等河流，发展“高速

水路”显然大有可为。 水

路是现成的， 重点在于

建设码头， 改良造船技

术， 就像打造新时速列

车一样， 打造好高速客

船，使之安全、快捷、环

保。

维护好水路， 让河

流越来越干净， 广东一

直在努力。 比如，

“广东

公安全面推行河湖警长

制 ， 年底前各类水域全

覆盖 ”

（《南方日报》6 月

29 日）。 河长负责治水，

河湖警长的职责是对危

害水环境行为快速处

置。 两种机制相互配合，

可以使得治水效率最大

化。

实现未成年人保护

的效率最大化，

“广东规

定不能让未成年人脱离

监 护 单 独 居 住 生 活 ”

（《新快报》6 月 29 日），

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措

施。 综观过往未成年人

发生的危险行为， 大多

是因为脱离了家长的监

护。 所以，明确监护人职

责， 禁止让孩子长时间

处于单独状态， 可有效

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意

外。

◎

胡也屏 媒体人

近日， 北京市筛查发现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多

来自集中隔离点， 特别是丰

台区 26 日、 27 日新增的 25

例均来自集中隔离点， 其中

美高美酒店集中隔离点确诊

23 例 。 相关的溯源分析显

示， 这些病例来源全部为新

发地牛羊肉综合大楼地下一

层的从业人员， 且丰台区正

在对所有集中隔离点人员进

行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

6 月 11 日以来， 北京市

通过集中隔离观察、 大范围

核酸检测等“关口前移”、 精

准防控的手段， 在短时间内

摸清了疫情传播底数和重要

风险点， 遏制了疫情蔓延的

势头。 但新冠肺炎病毒涉及

的行业场景、 传播途径、 患

者症状仍在“刷新” 人们的

认知 ， 疫情防控中的任何

“盲区死角” 都可能给病毒留

下可乘之机。

只有绷紧疫情防控之弦，

织密疫情筛查之网，才能进一

步堵塞漏洞。 要做到这一点，

还需盯紧集中隔离点、 医院、

发热门诊等“主战场”。这些区

域集中大量重点人群，一旦疏

于管理就可能成为新的风险

点，因而不能有一处“死角”，

不能出一丝纰漏。

疫情再次出现， 北京市

采取“应查尽查、 应检尽检、

应隔尽隔、 应收尽收” 做法，

进行大数据筛查、 流行病学

调查等。 截至 6 月 28 日， 累

计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829 万

多人， 基本完成了“应检尽

检” 人员动态清零； 下一步

将排查风险隐患， 严防交叉

感染， 把“防松劲、 防漏洞、

防反弹” 的要求落实到管理

全过程、 全要素。

同时， 还要关注社区防

控、 食品供应链等关键领域。

此次北京没有“封城” 或者

大量封闭小区， 但社区防控

力度不能减弱。 夯实社区防

控这道防线， 最终还是依靠

人民群众， 建立全社会共同

防控体系。 对关系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供应

链安全问题， 必须抓得紧而

又紧。 让屠宰场、 冷冻厂、

农贸市场、 菜市场、 餐饮店、

食堂等重点场所不能“藏污

纳垢”； 对进口冷链食品强化

检验检疫， 管严管住口岸。

当前， 全球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已超 1000 万， 外

部疫情蔓延之势短期内难以

有效控制。 首都疫情防控工

作事关全局， 责任重大。 要

坚持“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

精准防控、 有效救治”， 不留

防控死角， 不断查漏补缺，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

丁静 新华社记者

(

新

华社

6

月

29

日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