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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赵久龙、陈刚)新年伊始，
国际茧丝绸行情仍未走出低谷。江苏海安县的蚕丝，却被国际
品牌爱马仕看中用作丝巾原料。

加快技术创新，把“小蚕茧”做成“大产业”，成为江苏海安
的生动实践。这一行业为当地创造了逾百亿元产值，带动近
28 万人就业增收，相当于每 4 人中就有 1 人从事茧丝绸相关
产业。

一吨生丝可多卖 3 万元，产品供向爱马仕

“哪有什么奥秘可言？只是把全产业链条的质量牢牢抓在
手中，着力优化产品供给，国际顶级客户自然就找上门来了。”
鑫缘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储呈平说。

鑫缘茧丝绸集团是江苏海安县农业龙头企业。在国际国
内行情低迷的背景下，该集团却逆势上扬，去年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逾 70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0%。集团制订出涉及 10 方
面 300 多项流程标准，生产同样一吨生丝能比其他企业多卖
出 3 万元，意大利、法国的高端品牌纷纷前来寻求合作。

为打破日本和欧美国家对我国天然彩色茧丝技术封锁，
鑫缘集团蓄势研发十多载，终于“改写”了家蚕基因，让蚕宝宝
吐出彩色蚕丝，进而开发天然彩色蚕丝产品，极大提升了供给
质量和国际市场话语权。

“凭借过硬的质量，我们与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
地区顶级的丝绸生产商、贸易商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集团
在高端丝绸产品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上游地位，越来越
受到重视，爱马仕等奢侈品牌常年采用我们供应的原料。”储

呈平说。
“蚕桑全产业链条都是宝，‘吃干榨尽’才能产生最大效

益。”在海安县蚕种厂循环经济示范区，厂长刘慧斌说，桑葚、
蚕沙和桑叶中提取的色素可用作天然染料，桑树枝条可栽培
具有抗癌活性的桑黄，蚕蛹酿酒、茶桑制茶、蚕沙作枕、丝胶制
蚕丝面膜……

蚕丝织就万家富，“丝路”走出小康路

“我是这里的拆迁户，养了一辈子蚕。过去养蚕只图个温
饱，现在不一样了，鑫缘集团技术人员几乎每天都来指导，养
蚕效益大大提高了。”海安县养蚕大户徐兆祥说，去年仅中秋
蚕，他家就卖了 4 万多元。

在徐兆祥家的大棚里，由鑫缘集团支持建成的标准化大
棚环境整洁、温度可控，小蚕、大蚕分开养殖，还配备了电动切
桑机，和传统的家庭养蚕相比，可谓“鸟枪换炮”。

栽桑育蚕、养鱼喂鸭，套种蔬菜药材、游客观光休闲，田园
风光沁人心脾。记者在周中银、成涛父子去年成立的海安周成
农场看到，现代种养加一体蚕桑农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美妙图
景。在鑫缘集团技术员的指导下，周成农场建成没多久就迎来
了秋蚕大丰收，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海安素有“中国湖桑之乡”“茧丝绸之乡”等美誉，蚕桑生
产居江苏首位，纺织产业年产值逾 370 亿元，占该县工业销售
收入三分之一强。全县共有桑园近 9 万亩，蚕农 11 万户，去年
茧丝绸产业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带动 25 万农民增收和 3 万
多名产业工人就业。

如今，海安生产的高档面料、天然彩丝服饰等茧丝绸产品远
销欧、美、日、韩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聪明的海安人把“丝路”
越走越宽。

政府到位不越位，农企结成命运共同体

海安茧丝绸产业的发展来之不易，也与当地党委政府的
规划引导支持密不可分。

从成立专门的产业集群培育工作机构，将产业集群和全
产业链培育工作纳入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到划拨财政资金支
持蚕桑行业内企业主持或参与产品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再
到以政府服务驱动国家级龙头企业鑫缘集团大力推广“集团+
科研院所+基地+农场农户”发展模式……一系列举措精准有
效。

“政府部门做产业培育责任人，既迈开腿，也管住手，同时
处理好到位不缺位、定位不错位、守位不越位的关系。”海安县
委书记陆卫东坦言，产业发展和当地干部群众勇扛旗、敢担
当、争创一流业绩的工作精神息息相关。

随着时代发展，单家独户的栽桑养蚕模式逐渐失去优势，
机械化、规模化是大势所趋。鑫缘集团构建了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鑫缘茧丝绸产业园为载体，一产往后延、二三产连两头的
运营模式，通过推动“建场(蚕业农场)、组社(蚕业合作社)、联
农(联结分散蚕农)”，有效破解“单家独户老百姓难以应对千
变万化大市场”的难题。

“延伸茧丝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场企是利益共同体，蚕
农和企业更是命运共同体。”储呈平说。

小蚕丝何以被爱马仕看中
江苏海安茧丝绸产业调查

新华社福州 2 月 12 日电(记者梅
永存)11 日中午，福州一位外号“鸟人”
的资深摄影师常秋月给记者打来电
话，满含惋惜地说：“东方白鹳飞走了，
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世界濒危物种。据福建省观鸟协会相
关人士介绍，由于人口密集和工农业
的发展，使得原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和中国东北地区残存的东方白鹳繁殖
地变得极为狭小。目前，世界仅有东方
白鹳野生种群不到 3000只。

不仅是常秋月，福州很多人都对
东方白鹳的离开感到失落。“这种失
落、惆怅，是兴奋过后的失落，快乐过
后的惆怅！”摄影师卢山认为，东方白
鹳已给福州人带来了 35 天快乐日子。
这种快乐本质上是福州人对“清新福
建”自豪感的外露，对生态环境进一步
改善的期待。

卢山是“送别”东方白鹳离开福州
的观鸟者中的一个。据其描述，11 日
早上，一如往常，6时 30 分，东方白鹳
飞上 30 多米的通信塔台，迎着朝阳，
向北方瞭望，不停整理华丽的羽毛，接
着又做了几个造型：单腿侧立、抖动翅膀、前后翻、左右摆动
脑袋。每一个动作都赢得塔下摄鸟者和观鸟者阵阵赞叹。

两个小时以后，东方白鹳从通信塔顶飞到八一水库浅
水地带捉鱼。“黑色的长嘴巴、细长的红色小脚、白色的身
子、黑灰相间的大翅膀，在浅水中穿行，显得格外优雅漂
亮。”卢山介绍说，半个小时后，东方白鹳又飞上了塔顶。这
样来回飞了两次。中午 11时，它再一次飞上了通信塔顶。这
一次白鹳再也没有下来，它从塔顶飞到湿地的上空，旋转一
圈后，直插云霄，消失在天际。

从 1 月 8 日到 2 月 11 日，东方白鹳现身市郊的八一水
库湿地，短短的 35 天内，福州八一水库大坝右侧这不到两平
方公里湿地，成为福州市民的关注中心。前往观鸟的市民络
绎不绝，观鸟协会人员每天蹲守。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吸引了
大批摄影爱好者，来自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的不在少数。

据粗略统计，除去雨天，到福州八一水库湿地拍白鹳的
人，每天多则超过 300 人，少则也不下 100 人。资深拍鸟人
老吴遗憾地说，拍了 30 多天白鹳这种大鸟，以后再拍当地
的白鹭、翠鸟这种小鸟，“肯定不习惯”。

东方白鹳也成为不少福州市民日常谈资。说到东方白
鹳的到来，人们众口一词，源于“好环境”，交谈中透露着骄
傲。“每天都有上千人前往观鸟，有的上午去了下午还去。人
们从水库栈道路经过白鹳时，都放慢步伐，压低声音。”卢山
说，35 天时间里，没发生一起人为袭击、惊扰白鹳的情况。

东方白鹳为什么长时间停留福州，飞走后还会再来吗？
有关观鸟专家认为，福建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成
为目前全国唯一保持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这是
白鹳在福建越冬并超期滞留的主要原因。立春过后，气温回
升，当地的气候已不适应白鹳了，导致其离开福州。作为首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随着去年 8 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福建)实施方案》的发布，福建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可以预期今后还会有更多珍稀鸟类飞到福州越冬。

﹃
东
方
白
鹳
﹄
在
福
州
的
三
十
五
天

▲ 2 月 12 日，在阜阳开往上海的 K5551 次列车上，乘务员向返程务工人员介
绍就业岗位等信息。

当日，在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执乘的阜阳至上海 K5551 次列车上，乘务人
员展开专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行动”，将含有机械、电子、超市以及
物流等不同行业的务工信息资料发放给务工人员，帮助他们提前了解用工信息。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17 万元的司法鉴定“天价”收费合理吗

新华社成都 2 月 12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叶含勇)“鉴定一
个指纹、两枚印章、一个签名，竟然要价 17 万，鉴定费比诉讼
费还高！”2 月 7 日，四川律师王万琼网上诉苦引起广泛关注。

受托鉴定机构有没有虚高收费？地方法院设立委托鉴定
专业机构备选库(以下称“委托库”)有没有“权力寻租”？司法
鉴定到底应该如何收费？记者就此走访了当事人、行政、司法
部门及相关法律人士。

国家标准已废，还在做收费的参照

去年 9 月，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琼代理了一起
民事诉讼案件。根据案情需要，王万琼的当事人贺先生向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今年春节前夕，贺先生收
到了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的催款短信：“笔迹、指纹、印章 3 项
鉴定费用共计 172800 元。”

王万琼对此非常不解：“国家标准已经废止，还照此高收
费，这样的司法鉴定我们做不起！”此番表态引起网络热议。

四川省司法厅迅速启动调查并公布调查结论：四川求实
司法鉴定所的收费数额是参照原《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得
出的结果，但“文审费、杂费、存档费”等项目收费数额无相应
依据，已责令该所严肃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训诫。

四川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处长杨天勇告诉记者，由
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制定的《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已于去
年废止，新的收费管理办法由各地依据本地实际制定，“我厅
正会同省发改委制定新办法，在此之前，各司法鉴定机构收费
可参照原规定和标准执行”。

“已经废止的规定，为什么还要参照执行？”王万琼说。
按照现行规定，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由司法行政

机关管理和规范。但是，在四川省司法厅核定的司法鉴定机构
大名单内，部分地方法院又筛选建立了各自的小团队，让申请
者通过摇号确定司法鉴定机构。

杨天勇表示，经过四川省司法厅认定的司法鉴定机构，由
于种种原因，并非都能进入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鉴定委托库。
王万琼被地方法院告知，只能摇号确定司法鉴定机构，但此前
已被摇中的鉴定机构不在此列，“如果摇到最后只剩一家，那
我们岂不是没有选择？”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每一轮摇号中
被摇中的鉴定机构就不再进入下一轮，这样的做法是出于公
平考虑，以便让入库的司法鉴定机构都有机会参与鉴定业务。

“二次准入”是否涉嫌权力寻租？

记者了解到，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早在 2005 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就出台规定，对从事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等司
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申请从
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司法行政
部门进行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既然司法鉴定机构的相关鉴定资质是由司法行政部门
来审核批准，那么法院等司法机关就没有必要再自行设定一
个可以进入诉讼案件的司法鉴定机构目录。”四川致高守民律
师事务所律师陶云秀说，这样的“二次准入”，使得公权力寻租
有了空间。

有律师透露，一些司法鉴定机构想方设法“挤进”各级法
院的司法鉴定委托库，就是为了获得收取高额鉴定费的机会。

王万琼说，按照司法部、发改委 2009 年制定的《司法鉴定
收费管理办法》，标的额“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 . 1%
收取”，她代理的案子标的额达 3000 万元，被收取 10 多万元
的鉴定费都还算是“优惠”的。有鉴定机构告诉陶云秀：“平常
7000 块钱可以做的鉴定，如果是法院‘派’活儿，我就要收 8
万。”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按照案件标的额来计算司法鉴定
费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为鉴定属于司法诉讼中的专业
事项，本质上是一种公权力，科学、客观、中立是其最大价值所
在，一旦与标的额挂钩，就容易滋生赢利的倾向。

专家：司法鉴定应回归公益属性

记者注意到，现行《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去年被废止
后，改由各省份自行制定的一些新办法，虽然沿用了按标的额
收费的老规矩，但已经有了更多灵活性，如上海市“应在不超
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湖北省“收费金额每件不
得超过 10 万元”等。

王万琼、陶云秀等律师建议，四川即将出台的新办法，涉
及财产案件的司法鉴定应该按件收费，而不是按标的额，因为
需要鉴定的如果是同一种物证，那么针对 300 万元的标的额
与 3000 万元的标的额，司法鉴定机构所需要付出的鉴定成本
并不会有增加。

拥有 30 多年法医鉴定经验的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法医
病理专业组委员胡志强告诉记者，法医类司法鉴定都是按件
收费，再疑难复杂的案子，如医疗纠纷，就算最后赔偿额高达
数百万，但鉴定费用最多也就七八千元，“同样是做鉴定，你收
几十万，我收几千元，也有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

杨天勇认为，司法鉴定成果要成为“公共产品”“公益服
务”，前提应该是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一个明确定
位，并提供相应扶持，但目前的情形是有些依托高等院校建立
的鉴定机构获得了一定的补贴，而大多数民营性质的鉴定机
构并未享受到类似政策。

还有法律工作者建议，在确保司法鉴定公益属性的同时，
更要着眼于提高司法鉴定的供给质量。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司
法行政机关应该为司法鉴定机构建立诚信档案，定期向社会
公布，以便于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来择优选用。

“阻碍维权路”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列车“招聘会”

▲在福州八一水库通信塔上
空展翅飞翔的东方白鹳（ 2 月 11
日摄）。新华社记者梅永存摄

据新华社广州 2 月 12 日电(记者胡林果)广东省日前
发布的《关于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有关人
事管理问题的意见》提出，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经批准
后，可携带科研项目、成果或凭借自身专业知识离岗到企业
开展创新创业或自主创办企业。离岗创业期限以 3 年为一
期，最多不超过两期。

意见提出，高校、科研院所在确保履行所承担的公益性
服务职能的前提下，应鼓励和支持本单位科研人员到企业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根据意见，科研人员在认真履行所聘任岗位职责的前
提下，个人提出书面申请，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批准后，可
利用本人及其所在团队科技成果在岗创业或到企业、其他
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按规定获取报酬。

意见还明确，科研人员离岗期间，原单位保留人事关
系，人事档案由原单位保管，工龄连续计算，但停发基本工
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等工资待遇。离岗人员与原
单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审、按规定调整基
本工资标准及晋升薪级工资、晋升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和参
加社会保险等权利。

此外，高校、科研院所可以设置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用
于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到本单位兼职。

粤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离岗创业可保留人事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记者倪元锦)北京市环保
局 12 日称，对元宵节(11 日)PM2 . 5 组分的分析显示，钾离
子、氯离子、硫酸盐和有机物峰值与烟花爆竹燃放密切相
关。截至 12 日 11时，北京市东南部地区由于烟花爆竹燃放
产生的高浓度污染继续维持。

另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预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在 12
日至 15 日扩散条件不利，将迎来“空气重污染过程”，预计
“京津冀晋鲁豫”这个大区域的中南部，空气质量将达到“5
级重度污染”以上水平。随着污染物逐步积累，14 日至 15
日的污染范围最大，影响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保
定、廊坊、邯郸、邢台、唐山、衡水、太原、临汾、济南、德州、聊
城、菏泽、济宁、淄博、郑州、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等。

烟花燃放推升北京 PM2 . 5

京津冀及周边将迎重污染天

新华社杭州 2 月 12 日电(记者岳
德亮)即将于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的《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指
出，各地要将国家赔偿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同时对责任人如何追偿进行了细化
规定，推动浙江国家赔偿工作更加规
范、有效开展。

浙江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国家赔偿实践看，各省(区、市)存在国家
赔偿经费财政预算安排普遍不足、赔偿
义务机关与财政部门在国家赔偿费用支
付环节上职责不够清、对国家赔偿案件
责任人追偿、追责难等问题。

根据《办法》的规定，国家赔偿费用
由赔偿义务机关的同级财政负担。县级
以上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一定
数额的国家赔偿费用，列入本级年度财
政预算。当年需要支付的国家赔偿费用
超过本级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按照财
政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安排资金。

《办法》还指出，赔偿义务机关履行
国家赔偿义务后，依法对责任人实行追
偿。被追偿的责任人构成犯罪的，追究刑
事责任。

浙江省的国家赔偿费用的追偿比
例根据违法性质、损害后果以及被追偿

人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追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公布的
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 倍。国家赔偿涉及 2 个以上
责任人的，分别确定追偿比例和追偿金额，合计追偿总额不
超过实际发生的国家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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