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是当前职称评审、岗位晋升的重要指标，其署名及排序体
现成果归属、参与程度。而据媒体近日报道，某高校一篇论文的署
名竟多达13人，其中还有与论文所涉专业毫不沾边的行政人员。

多位作者共同完成一篇论文并不少见，而给毫无学术贡献
的人“挂名”，本质上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挂名”泛滥，严重亵
渎学术尊严，损害诚信和公平，也折射出当前职称制度改革尚有
很大空间。 陈立民/文 曹 一/图

13人“合写”的是篇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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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不大，但连着下了两三天，村
里的路汽车还能进得去吗？来到村
口，记者的担心烟消云散。“过去咱
们村烂泥路、矮房子，是全镇最穷的
村。幸亏扶贫款修了水泥路，以前
雨天哪里进得来！”1月7日，东海县
双店镇三铺村，村会计李沈阳一路
跟记者唠嗑，“这雨下得好，小麦正
缺水，如果下雪更好。”话刚出口，赶
快又补上一句：“别下大雪，怕把大
棚压塌。”

500多栋大棚，是三铺村全村
人脱贫致富的依靠。三铺村位于
东海县西部马陵山丘陵，土壤不存
水，种不了水稻，一亩小麦只能收
三四百斤。而小麦套种玉米、花
生，亩均收入也不足千元。如今，
通过发展大棚鲜切花和丝瓜种植
产业，短短两年时间，这个“十二
五”“十三五”期间的省定经济薄弱
村，已经“摘帽”。

38岁的李沈阳，退伍后到宁波
打工，干过电焊工、保安队长，现在

回家种大棚。李沈阳两口子建了4
个大棚，村里事情多，忙不过来，租
给别人两个，每个年租金1万元。
自己种两个大棚，一个种了小彩菊，
刚摘完；另一个种了百合，正在“下
花”（采摘），行情很好，摘完了花，还
要套种一季蔬菜。两个棚子收入12
万元没问题。

大棚虽然挣钱，但一个棚子投
入十几万元，村民拿不出来。村党
总支带头，探索推出“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为村里的花
卉种植户解决资金、技术、种苗等难
题，给村民吃下“定心丸”。

说话间，记者来到刘春习家的
大棚，58岁的刘春习正在打理他的
两亩丝瓜。走进大棚，一股肥料发
酵的味道扑鼻而来，地垄上种着
7000株丝瓜幼苗，瓜藤正顺着吊绳
攀爬。刘老汉欢喜地说：“这茬瓜如
果赶上行情，收入五六万元没问题，
比以往种20亩地还强。”刘春习一
家六口，孙子、孙女还小，老两口和
儿子媳妇精心伺候这个大棚，老刘
闲暇时还会到水利站打些零工，一
年就扔掉贫困户的帽子。

出了大棚，村干部悄悄告诉记
者，老刘的大儿子重病去世，不仅花
光家里的积蓄还欠下大笔外债，现
在老两口跟着小儿子一起过。村里

给老刘争取到5万元的三年免息扶
贫贷款，如今，投资12万元的大棚
建设钱已经收回，大棚成为老刘的
净资产。

记者又来到村民李士落家的
大棚，只见大棚门口的案板上，切
着半棵大白菜，盆里一块豆腐上蒙
着保鲜膜，一看就是李士落、李密
芝父女简单的午饭。因为鲜花赶
不上卖，两人扔下做了一半的午
饭，在大棚里忙着收割百合花。40
来岁的李密芝快言快语：“一束10
支百合花批发价40元左右，行情好
的时候，可以达到七八十元。本来
是卡着春节出花的，谁知道今年冬
天暖和，出花提前，但是收益也很
好。还有一半鲜花，准备情人节上
市。如今我们双店镇种花的规模
上来了，花一出，批发商就上门，第
二天销到全国各地。”

李密芝嫁到邻近的左庄村，早
几年就开始种鲜花，听说娘家三铺
村也在搞土地流转种植鲜花，而且
扶持政策好，她立马回家和父亲建
了两个高档大棚。一个大棚投资15
万元，一共贷款20万元，一年两季
鲜花，差不多可以挣20万元，贷款
早已还清。

村党总支书记郝大宝告诉记
者，同样一个大棚，种丝瓜，只要投

入1000多元；种百合，需要投入种
球 3 万多元，但是收益大风险也
大。贫困户本钱少，承担市场行情
起落的胆量和实力也比较小，所以
都倾向种丝瓜。

扶贫，最难的就是帮助贫困村
民转变观念。为了动员村民尤其是
贫困户流转土地，村里动足脑筋，村
干部不分白天黑夜找村民做工作，
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接受新思
想；利用“党群会”、乡村“大喇叭”等
讲政策、摆实例、算细账；村里建起

“党员创业示范基地”，让党员、村干
部带头干给村民看。

同时，村里争取省市扶贫资金，
在距离村部不远处，建起一栋占地
3000多平方米的电商产业园，里面
交易市场、冷库、电商办公区一应俱
全。产业园里堆着大量的蔬菜筐，
用于收购丝瓜。“销售一斤丝瓜抽3
分钱，仅此一项，去年一年村集体收
入就接近10万元，你说收了多少丝
瓜吧！”李沈阳的语气里充满骄傲。

出村时记者注意到，在崭新的
水泥路映衬下，村里的民居显得特
别低矮陈旧。“老百姓的钱都投在大
棚里，还没来得及盖房子，不急，好
日子才刚刚开始！”李沈阳说。

本报记者 程长春 吉凤竹
本报通讯员 董洪旺

大棚飘香，鲜花般的日子刚开始

【2019故事】

在南京市乐山路 180 号快递
站，程村洋来去像一阵风。一米八
的大个、壮硕的体格、一脸憨厚，一
口气能抱起五六个大纸箱，像小蜜
蜂一样勤快、做事细致认真又负
责。快递员这个职业简直就像为程
村洋量身定做的。

2019年对程村洋来说是最难忘
的一年。这一年，这个农村娃在南京
买了房、安了家。“全是靠我自己，我
挣的！”程村洋脸上洋溢着自豪。

程村洋来自响水县陈家港镇，
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在工厂打
工、做保安门卫，十多年来换了不少
工作。直到2012年，他的月薪还是
两千多元。“收入太低，不敢有梦
想。”虽然来南京打工多年，也很喜
欢南京，但程村洋一直觉得自己没
有融入这个城市。他眼中的“城里
人”，过着他无法企及的生活。

2015 年，程村洋加入京东快
递，穿上鲜艳的红色工作服，成为一
名“快递小哥”。第一个月，他就赶
上“618”电商大促，工作有多辛苦已
经忘记了，却忘不了工资到账那一

刻：“6500多元，太多了！我从来没
有拿过这么高的工资！”小程立即兴
冲冲地把钱汇到家人卡上。

努力就有收获，付出便有回报，
程村洋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个人价
值。“我整个人都变了！更有干劲儿
了，觉得日子有奔头！”

快递站站长佘小磊说，程村洋
是王牌快递员，常常是当日送单量
全站第一。“脾气特别好，特别节俭，
平时没事都不要求休息。别的同事
休息，他帮忙送货。不管是货物重
还是路程远，从来没有抱怨过。客
户对他评价也都很高。”

程村洋在送货途中，居然“捡”
到过一个小女孩。那天，他进入一
个小区，电梯门一打开，里面有一个
三四岁小女孩。“叔叔，我找不到妈
妈了！”程村洋的心一下子揪起来。
他抱起孩子，问小区居民、问物业保
安，报警，直到孩子妈妈来了，他才
放心地去继续送货。

程村洋说，“热心肠”是干了快递
才有的。“我以前性格特别内向，不爱
说话。现在做了快递员，感觉这个职
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尊重。特别是送
件时遇到一些老年人，他们会心疼快
递员，送水、送吃的给我，我感觉到很
温暖。干快递时间长了，个性也变得
开朗，心态也更积极乐观。”

2016年，他开始有了在南京买
房安家的念头。“快递是个新行业，
现在越来越规范，公司不仅给我们

交五险，还交公积金。”程村洋特别
自豪，也感觉心里很踏实。

他看中高淳区的一个楼盘，就
在地铁站附近，小区环境不错，116
平方米的三房两厅，总价 90多万
元。三成首付，公积金贷50万元，
小程觉得凭自己的收入，能应对。

2019年 12月26日，程村洋拿
房了。他以最快的速度谈好一家装
修公司，年后开工，今年肯定入住。

“买房的钱，装修的钱，都是我挣

的。父母年纪大了，我想把他们接
到南京来，好好尽孝心。”程村洋脸
上洋溢着幸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对
程村洋来说有太深刻的感受。4年
前，他还是一个漂泊在南京的外来
务工者。4年后的今天，他已在南京
安家落户，每月靠自己辛勤劳动所
得的收入，足以比肩都市白领。

【2020祈愿】

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打拼，没时
间谈女朋友。如今在南京有房了，
收入稳定了，我想有个属于自己的
小家庭。这件事，也一直是父母的
心事。我想要找的姑娘，首先要心
地善良、沉着稳重、孝敬父母。其他
的，随缘吧。

【专家点评】

江苏省快递协会会长 孙安宁：
2019年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快
递小哥被赞誉为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守护者。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
6 年世界第一，2019 年业务总量又
首次超过美国、欧洲及日本业务量
的总和。这一令人惊叹的奇迹是由
全国数百万快递员创造出来的。程
村洋是千千万万快递小哥的典型代
表，他勤奋、敬业、善良、节俭，通过
服务千家万户，改善自己生活，再一
次印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本报记者 刘 霞

一笔笔单子见证奋斗，快递小哥收获幸福——

“在南京买房，钱全是我挣的”

本报讯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出台《江
苏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答复规范》，
这是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
后，首个省份对行政机关依法答复信息
公开申请作出统一规范。随着《答复规
范》实施，我省行政机关履行信息公开法
定职责有了“规范动作”和“标准姿势”，
有利于提升信息公开制度功能和治理效
能，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答复规范》在制度价值取向、概念
理解、条款适用等方面与新修订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保持一致。比如，规
范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概念的掌握运
用，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权限及责任划
分，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形归纳分
类，通过格式文书对内部事务信息、过
程性信息范围予以限定，最大限度保障
群众信息需求。

《答复规范》根据信息公开申请办
理的流程和内在逻辑，首次提炼出“补
不补”“该不该”“有没有”“给不给”“当
不当”5个步骤，覆盖信息公开申请处

理的各种情形。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
首先确定申请内容是否明确，需要补正
的及时告知申请人；对符合要求的申
请，区别是否应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处理，并履行检索查找义务，确认申
请信息有没有；对本机关持有的申请公
开的政府信息，分为予以公开、不予公
开、无法提供、不予处理4种情形，依法
作出处理决定；在正式答复时，正确适
用法律条款，规范制作答复文书，并以
适当形式送达申请人。

在梳理我省近年来依申请公开实践
的基础上，《答复规范》制定7种程序处理
文书和19种实体处理文书，使申请人及
时掌握办理进展和处理期限。《答复规
范》优化信息公开办理环节，嵌入便民举
措，更好地便企利民。比如，对申请公开
的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要求各行
政机关相互协商、确认，让群众“少跑
腿”；加强政务信息管理，为高效精准检
索政府信息、依法规范处理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提供基础保障。 （黄 伟）

我省率先制定申请信息公开“答复标准”

让政府信息公开更有温度

本报讯 7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江苏省电力条例
（草案）》进行二次审议。此次修改平衡
考虑各方利益，缩小禁放无人机的范
围，并通过明确时限等方式进一步突出
对电力用户的权益保障。

我省2007年制定的《江苏省电力保
护条例》，目前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电力事
业发展需要。在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对草案进行初审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对电力生产和使用的安全管理，根据我
省实际补充完善危害电力设施行为的规
定，并针对禁放无人机范围过大，没有考
虑到农业、水利等行业作业需要的问题
进行调整。新条款明确电力设施保护区
范围内不得放飞无人机，因农业、水利、
交通、环保、测绘等作业需要放飞无人机
的，应当征得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同
意，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

草案进一步突出对用户的权益保
障，要求供电企业保障用户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如公开供电企业基本情
况、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及时限、电价

及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企业要建立完
善电力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电
话，并运用网络通信等技术手段实行远
程抄表、计费。草案对供电企业不得损
害用户权益的具体行为作了扩充，其中
包括不得在无法律、法规依据，或发电、
供电系统正常的情况下拒绝或中断向
用户供电，并就无故拒绝供电或断电新
设定相应法律责任。

草案明确一系列办理时限：如无特
殊情况，为用户装表接电的期限，自受
电装置检验合格并办结相关手续之日
起，居民用户不超过3个工作日，非居
民用户不超过5个工作日；用户报修
时，如无天气、交通等特殊原因，供电企
业工作人员要自接到报修之时起，城区
范围内不超过45分钟，农村地区不超
过90分钟到达现场。

为推动能源转型，促进可再生能源
电力多发满发，草案增加电力企业应当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加强技术创新等措
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输送和消纳
能力的内容。 （陈月飞）

省电力条例强化用户权益保障
明确业务办理报修到达时限

本报讯 7日开幕的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江苏省生态
环境监测条例（草案）》进行二次审议。
新修改的草案对信息统一发布、数据统
一管理、统一工作标准、监测网络统一
布局等作出进一步要求，并加大对监测
弄虚作假行为的监管与惩处。

结合初审意见、会后调研和网上征
求社会意见，草案在一审基础上作了修
改。在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机制上，条例提出多个“统一”。就环境
信息公开，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统一发布重大生态环境信息，定期公开
环境质量状况等信息；就数据管理和共
享，草案规定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会
同有关部门建立共享机制，建设覆盖全
省、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平
台，并列入了部门间应提供相互监测数
据支持的条款；按照机构改革精神，条
例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建立
健全本省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省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统一
优化布局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并
统筹管理监测网络。

为提升监测数据的可靠性，草案对
各类主体均强化监管与惩处。对生态环
境监测机构，条例对其资质条件及组成
作出明确界定，如弄虚作假，可运用信用
管理机制禁止或限制其承接政府机构业
务。排污单位要保证自行监测数据的真
实性、准确性，特别是重点排污单位要公
开自行监测活动情况及数据，包括主要
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
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
建设和运行情况，以接受社会监督。

草案还补充完善了篡改、伪造生态
环境监测数据的禁止性行为，强调负有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不得干扰生态环境监测活动，篡改、
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草案还参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
规定强化了惩处，如果监测机构和人员
篡改、伪造数据或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生
态环境监测机构处以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同
时，视情况撤销资质认定证书。（陈月飞）

严防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造假
将加大对监测弄虚作假行为监管与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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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永兴洲”号轮在南京港靠泊作业。这艘“巨无霸”油轮此次装载4.35万吨原油，本航次是该轮出厂15年来首次抵靠
内河南京港，也是长江枯水期南京港接靠油轮中最大长度和最大载重吨油轮。 王 新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巨无霸”抵靠南京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