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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评

28日上午，北京市民刘巍委托代理人
王宇，向北京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四家
政府部门和一卡通公司，再次申请北京市
政公交“一卡通”相关信息公开。申请内容
依然围绕“一卡通”押金用途及利息去向，
包括对制定“一卡通”押金为20元标准依
据何在，每年对一卡通公司的上亿元财政
补贴去向，以及“一卡通”押金用于弥补成
本是否合法等十大问题。

“一卡通” 作为技术进步的标志性“名
片”，曾经是城市管理的骄傲。因其“信息共
享、集中控制”的设计思想，与环保、高效、便
捷的特性，“一卡通” 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
业。由于大多推行“一卡通”的行业属于公共
服务的范畴，民众对于10元或者20元的押金

很少在意，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享受公共服务
必需的代价。殊不知，量变可以渐次引起质
变，10元或者20元的押金， 或许带来的是隐
藏着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黑洞”。

北京市民刘巍发表“十问”，无疑是挑
战这一利益“黑洞”的英雄般的壮举。为何
同一供应商的IC卡， 北京的押金是20元，
济南却是10元？押金标准依据何在？制定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是否
应当听证？从最初100万张，到现在4000万
张，20元成本费是否应予以下调？若以4000
万张计算， 累击达8个亿所产生的资金利
息，归谁所有？有没有人关注、监督其用
途？除20元押金之外，市民平日在“一卡
通”中充值的资金，称为“沉淀资金”，这部

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去向何处？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押金”，顾名

思义，是属于消费者的，一卡通公司或市政
公交机构只是代管。可在现实生活中，不论
在哪个城市， 这押金一般是能收很难退的。
“一卡通”永远只有增加不会减少，押金当然
就永远躺在一卡通公司的账户上。 归谁有、
归谁用、归谁监管，发改委、审计局、一卡通
公司等，基本上是说不清、道不明。暧昧、模
糊的后面，利益的博弈在无声地展开，只不
过民众毫不知情、任人宰割而已。

前几年轰轰烈烈的“听证运动”，现在已
难觅踪迹。按理说，根据现行《价格法》规定，
这收10元或者20元押金，是必须举行听证会
的，因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成本核算、押金

标准、相关依据等，需一并向民众公开。遗憾
的是，这些都省去了。同时忽略的，还有消费
者的权益、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专
家何兵表示，一卡通公司应当向社会公开其
财务状况， 包括押金、“沉淀资金” 等用途。
“一卡通”并没有多个选择可以提供，收取的
20元钱不是市场价格，市民也不可以进行讨
价还价，这就构成了垄断经营。这种企业和
普通的企业不同，市民是无权谈价格、谈条
件的，这就构成了垄断价格。

说白了，这就是与民争利，且这“利”去
向不明、监管乏力。可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
运作的，民众只有纠结的份———这正常么？

■吴晓华

“一卡通”里隐藏着多少“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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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产靠继续消耗农业水土
资源已经没有余地， 靠继续增加化
肥农药使用也难以为继， 必须尽快
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
质上来。 农民增收不仅要继续强化
提价增收、补贴增收、务工增收，而
且要更多地通过农业科技进步，提
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
产率，实现增产增收、提质增收、节
本增收。

中央1号文件提出，把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主攻单产、
提高效益。 特别是着力抓好种业科
技创新，加大农业投入和补贴力度，
继续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 超级
稻新品种选育和示范项目。 这些政
策可操作性强，含金量高，对我省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都是“利好”消息。

我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
条件，以占全国3%的耕地，生产出
占全国6%的粮食，稻谷总产稳居全
国第一。但作为产粮大省，我省每亩
粮食单产也还只有约400公斤，提
高单产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科技大
有用武之地。

比如， 袁隆平院士运用超级杂
交稻的技术成果，倡议实施“种三产
四”丰产工程，用３亩地产出４亩地
的粮食，大幅提高水稻单产和总产，
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效益，2011年，
双峰县示范推广“种三产四”丰产工
程45.8万亩， 核心区两季平均单产
达1103.7公斤，比项目实施前5年平
均单产增产41.26%，农民因此增加
了收入，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就是
科技的魅力，这就是农民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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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石成金
———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我省有何重要意义

今年中央1号文件锁定“农业科技”主题，强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之所以突出“农业科技”这
一主题，是因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

当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谁能在科技创新上先人一步、快人
一拍、高人一筹，谁就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掌握主动。那么，中央1号文件突出农业科技主题，
对于我省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就要把增产增效
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
调作为基本要求，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
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

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
入”， 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放大我省的农业科技优
势。我省既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业科技大省。以袁
隆平院士等为代表的农业科技领军人物， 取得了
很多重大科技成果并成功应用。 但由于多方面原
因，我省更多的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经费有限，经
常“为钱所困”。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将让农
业科研单位“不差钱”，集中精力开展科技攻关，解
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放大我省的农业科技优势。

中央1号文件要求“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的针
对性”， 有望解决科技创新和农业发展脱节的问
题。我省农业科技成果虽然多，但真正推广应用
并取得巨大效益的成果并不多，很多成果只能停
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阶段。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针对性不强， 应用价值不高。
我省将紧紧围绕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等
环节，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农业科技创新就能做
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着眼长远，超前部
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
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立地”， 就是要坚持
产业需求导向，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力争“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

中央1号文件强调“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
力”， 有望加快我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
用。 我省重大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率目前只有
52%，我省正在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健全乡镇
或区域性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和队伍，发挥好“正
规军”的作用；另一方面，调动科研院所、农民专
业合作社、供销社、龙头企业、种养能手等各方力
量，发挥好“方面军”的作用，积极参与农业技术
普及推广服务。

（供稿：省委宣传部 撰稿：柳德新）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推进，我省耕地、
淡水资源的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保护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发展农业不能再依靠大量消
耗资源、破坏环境的传统生产方式。

像水资源，农业生产的消耗量惊人。2010年，
我省农业灌溉用水达到188.5亿立方米， 占全社
会用水总量的58.2%， 农业灌溉水利用率只有
44.4％，更多的水资源因为“跑冒滴漏”白白浪费
了。去年开始，国家已经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 分配给我省的年用水总量只有336亿立
方米， 农业灌溉用水已经没有增加的空间了。要
突破水资源的约束，农业生产就只有走科技进步
的路子，发展节水灌溉、节水农业。

农业面源污染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省是养殖
业大省，仅生猪年出栏量就接近8000万头，生猪
外销量居全国第一。但养殖业产生的污染，困扰

着不少乡村，一些养殖专业村臭气熏天、污水遍
地。解决养殖业污染问题，也必须走科技进步的
路子，浏阳市、湘潭县等地推行的生猪养殖发酵
床技术，就实现了养殖污染“零排放”。

还有， 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
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农
业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如何解决“谁来种田”
的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农业机械集成技术、节本
增效、推动规模经营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农机
作业领域，加快农业机械化，着力解决水稻机插
和玉米、油菜、甘蔗、棉花机收等突出难题，把更
多的劳动力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

中央1号文件把提高土地产出率、 资源利用
率、 劳动生产率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
将从根本上解决我省面临的水资源约束、污染严
重、劳动力资源短缺等问题。

短评

“三农”问题在中国改革
开放初期曾是“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
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 农村
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
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
展作出具体部署。 而从2003
年起至今的10年间， 除了
2004年， 每年中央一号文件
的主题都是“三农”。农业在
我国地位之重要，无需赘言。

农业于一国国民经济之
重要，应该是妇孺皆知的。但
懂得道理并不代表就能实实
在在地重视， 过去弯路我们
走得不少，好在已经“拨乱反
正”。近些年来，中央对农业
万分重视，要政策给政策，要
资金给资金。今年，又增加了
一项———“要技术给技术”。
当然，这个“技术”不是现成
的， 需要各地各部门动员一
切资源和力量，在人、财、物
力各方面加大对农业科技的
投入，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

农业需要发展是硬道
理，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也
同样是硬性目标， 只有两者
完美结合了， 才能结出现代
农业的优质硕果。 ■单湘平

现代农业
必须依托科技

从加快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来看， 中央1号文件有利于发挥
农业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

从突破我省资源环境约束来看， 中央1号文件有利于发挥农
业科技的创新驱动作用

从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来看，中
央1号文件有利于发
挥农业科技的基础
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