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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伟、向志强、覃星星

茉莉花田的香味越来越浓了。
戴着尖角圆帽的花农余德玲在田里忙

着，她要赶在开花前，把一袋袋乌黑细腻的肥
料撒在一排排花根旁。“这些肥料是垃圾变
的，可有营养了，撒了花会开得更多。”

垃圾变成资源，得益于 17年来垃圾分类
在“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持续推进。一
个西部小城，垃圾分类何以达到 70%以上覆
盖面和 90%以上的分类正确率？又是如何长
期巩固发展的？

从“逼出来的”到潜移默化

早上 7 点，郁江之畔的马鞍街逐渐热闹
起来，50多岁的刘锦芬和爱人在大码头的粉
摊开始营业。粉摊旁有 4个垃圾桶，收拾碗筷
时刘锦芬熟练地将吃剩的粉、豆浆杯、纸巾等
分别扔进不同的桶内。“10多年了，分类早已
经习惯了。”她说。

17年前的马鞍街可是另外一番景象：狭
窄的街道拥挤杂乱，傍街而过的郁江吹来的
并非清风而是浓烈的臭味。“垃圾全部往下
丢，江边有一道很宽的垃圾带。”刘锦芬说，靠
江的房屋全部紧闭窗户，垃圾清理就寄希望
于“发大水冲走”。

“横县的垃圾分类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横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洪为说。2000年 9
月，横县正式开展垃圾分类收集试点，马鞍街
和西街这两条最为脏乱差的街道入选其中。

大规模培训是第一步。县里的工作组先
对全县 22个乡镇分管副职领导和街道社区
负责人、学校负责人、环卫工人、个体户等关
键人员和骨干力量开展培训，再由他们回去
组织延伸培训。工作组还吸收“平民教育”和
环保领域专家加入，他们和当地干部一起召
集群众举办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

试点启动后的督导工作更为细致。每条
街道都有社区骨干、环卫工等多名工作人员
负责宣传、督导。“每天挨家挨户巡查，分类不
正确的马上纠正，遇到不在家的留小纸条或
者再来第二次，直到分类正确为止。”县环卫
站副站长黄丽说，还通过发放牙膏、洗衣粉等
小奖品提高居民积极性。

3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200 多户居民
的垃圾分类正确率达 95%以上，试点也逐步
推广到其他街区。直到现在，横县环卫处仍然
有一个 10多人组成的督导小组，每天都会到
各片区的学校、小区、街道开展巡查督导。

无论是何种教育，学校都是不可或缺、关
系长远的环节。10 多年来，横县县城的学校
都有教育培训和垃圾分类制度，并与操行分
挂钩。中午时分，记者在横县民族中学看到，
每个班都将分好类的垃圾抬到集中分拣处，
在这里负责检查分类情况的也是轮流值日的
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垃圾分类，增强
分类意识，进而带动家庭、影响社会。”学校党
支部书记马宁才说。

对很多横县人来说，多年的实践和各种
形式的宣传教育不仅让他们形成了一种习
惯，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内在的环保意识。吃
剩的卷筒粉用来喂鸡，塑料瓶集中起来卖，一
次性竹筷子就送给街坊烧火，刘锦芬的粉摊
产生的真正的“垃圾”少之又少。

全链条分类的背后

下午 5 点半，环卫工唐志洁开着垃圾车
前往自己负责的街区收垃圾，每家每户陆续
将两袋分好的垃圾放在门口。拎起袋子倒入
垃圾车不同的桶内，然后用钳子快速挑拣一
下，再前往下一户，每户的收集时间不到 1分
钟。“居民分得基本没什么问题，二次分类省
很多力。”她说。

分类的意识有了，接着就需要一套简单
易行的源头分类办法。为此，横县在试点启动
前开展了为期 3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内容包
括县城垃圾收集现状、生活垃圾成分监测、民
意调查等。在此基础上，项目人员会同有关单
位、街道、居民代表共同讨论，确保垃圾分类
的参与者充分参与方案制订。

根据垃圾构成和群众认知便利性，横县
把生活垃圾分为可堆肥、不可堆肥和有害有
毒三类；吸纳群众意见，采取定点定时投放和
收运的方式，对于街道住户一般下午五六点
左右上门收运，有垃圾房的小区则是晚上投

放，当晚或第二天早上收运。
源头分类却又混合运输——— 这是一些地

方垃圾分类难以产生实效的原因。由于投入
不足等原因，横县的垃圾分类也一度出现混
合运输问题，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县里克服
困难，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保障了源头分
拣、中间运输、终端处理的全过程分类。”陈洪
为说。

走在横县的大街小巷，两个分类垃圾桶
或垃圾袋几乎成为“标配”；新建小区都有封
闭的垃圾房，这已被纳入项目竣工验收内容
之一；小区垃圾房的分类垃圾，环卫部门会分
人分车分类运输；耗费两三百万元建设的垃
圾中转站里，两套机器分别对可堆肥和不可
堆肥垃圾进行压缩处理，再分别运往堆肥厂
和填埋场。

横县环卫站站长施培杰说，在垃圾分类
处理的链条中，如果不能解决垃圾的最终
“出路”，中前端的分类工作就不可持续且无
意义。为此，横县与香港浸会大学、广西大学
农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结合可堆肥垃圾占
主导的实际，开展堆肥肥效、应用需求等调

研，并投资建设了设计处理能力为 15 吨/天
的堆肥厂。

记者在堆肥厂看到，可堆肥垃圾先在 11
个发酵池发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成堆肥，污
水则进行处理后再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二次处
理。“每天产堆肥 10 吨以上，主要用于林木、
苗圃种植，非常好卖。”工厂负责人说。资源化
处理带来的减量化效果明显，现在，全县生活
垃圾减量约 25%。

广度与深度的拓展

“李新延，月工资 3350 元；李文廷，月工
资 2300元……”这张工资单显示的是横县校
椅镇石井村委各村屯保洁员的工资。

借鉴县城垃圾分类经验，以广西大力开
展的“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为契机，近几
年横县农村也逐步构建具有特色的垃圾分类
处理机制。

在石井村，农户和县城居民一样按干、湿
两类进行垃圾分装，也缴纳垃圾费(每人每年
36元)，然后通过竞标的方式聘请保洁员，分
三级、按四类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大部分垃
圾在村委会垃圾处理中心就可完成分类处
置，基本做到“垃圾不出村”。

为提高保洁员的积极性，村里规定垃圾
分类的收益归保洁员所有。59岁的新街保洁
员李文廷除了工资，每个月卖啤酒瓶、饮料
罐、废铜烂铁等还有七八百元的额外收入，厨
余垃圾产生的沼气也供他家免费使用。

试点带来的效果很明显，现在垃圾分类
已覆盖石井村全部 12个自然屯，隔壁村的两
个自然屯和三家企业也主动加入进来。这一
模式也正在其他乡镇陆续推广。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垃圾分类都是一项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参与的长期性、系
统性工程。即使走过了 17 年历程，但受各种
因素制约，目前垃圾分类仍未覆盖横县全部
城区，特别在一些流动人口多的老城区和城
乡接合部，仍存在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

“垃圾分类看起来是小事，却是关系整个
生态环境的大事。”横县县委书记唐小若说，
在完善长效机制方面，组织架构、政策措施、
产业化改造等相关工作都需统筹推进。如组
建多部门协调推进的工作机制，积极发挥社
会组织、科研机构作用；在扩大宣传的同时出
台一些约束措施，强化源头控制；推广新技术
新理念，鼓励垃圾回收产业发展等。

新华社南宁 4 月 25 日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新华视点”记
者刘奕湛)近日，公安机关一举打掉 14个“民
族资产解冻”诈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04名，初步查证涉案金额超过 7 .3亿元。

“民族资产解冻”诈骗犯罪由来已久。自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一些不法分子虚构中
华民族历史上各朝代灭亡时为日后王朝复辟
保存了巨大财富，以及国民党溃败台湾时在
大陆和海外遗留了大量资产，这些财产数以
兆亿计。

这一历时超过 40 多年的骗术，从以前
的口口相传到如今“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手
法不断翻新并愈演愈烈，使大量群众上当受
骗。

“连环套”

“电信诈骗+传销+时事政治”

2016年上半年，安徽省公安机关接群众
举报，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宣称可通过
“精确慈善”项目向受助人发放善款。4 月份
以来已有超过 3万人提供了身份证号、手机
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但没有一人获得
过任何数额的善款。

很快，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收到线索，在
对受害人等线索进行分析研判后，专案组锁
定了“三民城”和“巨龙国际”项目的两个诈骗
犯罪团伙。

“以红头文件形式推广关于民族大业等
项目，承诺购买不同项目会有丰厚的收益。”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周斌介绍，
经过初步侦查，警方发现上述两个项目都是
以公益慈善为诱饵，向参与者提出“民族资产
解冻”的概念来骗取钱财。

“‘民族资产解冻’的诈骗早已有之，这次
是以慈善的名义新瓶装旧酒。”周斌说。

随着案情的深入，专案组逐步锁定部分
犯罪团伙核心成员。2016 年 8 月 5 日，专案

组决定收网。“三民城”项目的吴某某、“巨龙
国际”项目的张某某等高层涉案人员落网，两
个诈骗项目的犯罪模式也逐步明确。

周斌介绍，这是一种集返利、传销与诈骗
为一体的混合型犯罪。专案组总结为“电信诈
骗+传销+时事政治”的连环套，极具诱惑性
和欺骗性。

犯罪团伙组织各种微信群对受害人实
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
转账；引入传销手段进行宣传洗脑，使被害
人对所谓慈善事业深信不疑；紧扣时事热
点，曲解国家创业、慈善等政策，让受害人进
入圈套。

“下血本”

筹建实体养老基地迷惑公众

2016年 10月，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一
个以“民族大业”为名，嫁接慈善养老事业的

诈骗团伙浮出水面。犯罪嫌疑人温某某通过
发布虚构的国家政策，骗取数万人数百万元
的“会员费”。

“扶贫养老系统项目对接民族资产让你
脱贫！”这个看似响亮的口号，出自温某某经
营的“5A级扶贫养老基地”项目。

“犯罪嫌疑人谎称，这类项目是政府支持
的公办不公开工程，再配上伪造的文件，大多
数人难以分辨。”盐城市滨海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大队长钟旭说，再加上投资上百万元建设
的养老基地，受骗者往往深信不疑。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了解到，这起诈骗
案实际上是“案中案”。温某某最初依靠吸引
老年人投资养老项目进行诈骗，后经人介绍
认识了装扮为在世的国民党前高官的夏某
某，于是，养老项目开始与“民族资产解冻骗
局”相结合。

“幕后主使夏某某在广西多民族山区长
大，并在广东工作十年，掌握多种方言，假冒
他人声音得心应手。”盐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四大队大队长袁大勇介绍，除了团伙的核心
成员，这些人几乎不与外界接触，隐藏在幕后
“神秘”地存在。

“温某某最初也是‘民族资产解冻’的受害
人。”钟旭说，温某某被其上线欺骗后并没有
停手，而是将“民族资产解冻”与自己的养老
诈骗项目相结合，宣称每人仅需出资 210 元
作为启动资金，即可以领取 100万元善款，并
且获得终身免费养老。

为了让受害人相信“民族资产解冻”存
在，就要增加其神秘感，有所谓的“守宝人”
“高官后人”，以及代代相传的古老凭证。为
增加迷惑性，团伙成员从古玩市场、仿古道
具商城购买了大量仿古做旧的道具、假古
玩，有假的玉石印章、旧的代表委员证等，并
组织团伙中层线下举办所谓“鉴宝大会”。此
外，诈骗团伙还 PS与领导人的合影照片、私
刻政府公章。

别上当

警惕“巨额回报”投资理财项目

“投资 10000 元就可以成为巨龙公司国
际股东，可以得到现金 1000万元人民币、海
景别墅一套、红旗 H7轿车一辆、10000股巨
龙公司的原始股票……”

“其实，对于这样的巨大回报，受害人也并
不是完全相信，但往往侥幸地设想万一真的兑
现了呢？”周斌说，一旦发现受害人半信半疑，诈
骗团伙成员就千方百计给其洗脑。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高
峰，曾进入诈骗团伙的微信群。“群里有群规，每
天都在固定时间举行所谓爱国晨会，仪式感很
强，还有导师不停地进行推送与介绍。”高峰说，
入群必须熟人推荐。当有人提出质疑，会有专人
与其沟通，在安抚的同时告诫“干大事要有耐
心！”“很多时候，一旦迷进去真的很难出来。”犯
罪嫌疑人武某某说。
个案案值小、涉及地域广、被害人众多是此

类案件的特点，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很大的一个
难点是“受害者众多却极少人报案”。多数受害
人觉得如此被骗很丢人，往往选择吃哑巴亏。

据悉，近年来，多个犯罪团伙假借慈善、投
资、扶贫、养老的名义，围绕“民族资产解冻”的噱
头进行诈骗活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相关负责
人提醒投资者，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不要有
一夜暴富的想法，面对可疑并承诺巨额回报的
投资理财项目，要高度警惕，向相关部门核实了
解，切不可相信有所谓“民族资产秘密解冻”、政
府公办不公开的企业存在。

新华社广州 4 月 25 日新媒
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肖思思、
马晓澄)一条有关“论文造假”的
新闻“火”了，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德国知名出版商斯普林格出版社
20 日发布消息称，经过调查发
现，在 2012 年至 2016 年间，有
107篇刊登在出版社旗下的学术
期刊《肿瘤生理学》上的论文涉嫌
“同行评审”造假，这 107 篇论文
全部来自中国。

因这批论文的作者大部分是
临床医生，除了批评当事人学术
不端“令人痛心”之外，许多网友
热议国内医生评价晋升体系，“会
看病的不如会写论文的”，引发许
多医疗从业人员反思。

多篇来自中国论文

涉嫌“同行评审”造假被

撤稿

“同行评审”是国际流行的期
刊审查程序，即把一篇学术著作
交由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学者加
以评审，使之符合一般的科学与
学科领域的标准。几乎所有知名
期刊都采用“同行评审”的方式来确保论文的质量，并作为
决定稿件录取的重要参考。在一些期刊，评审专家可以由作
者本人推荐。
根据斯普林格出版社的说法，这些论文存在的主要造假

问题是虚构审稿人和审稿意见。具体的造假做法是：虚构一
个不存在的“审稿专家”，或者假冒真实的专家，并提供虚假
的、由造假者控制使用的“评审专家的邮件地址”。等到出版
机构把这些论文发送到虚假的邮件地址后，造假者自行撰写
出“审稿意见”，高度评价该论文，促使该论文得以发表。

这不是中国论文第一次因为“同行评审”环节造假被撤
稿。2015年 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销 43篇论文，其
中 41 篇来自中国作者；同年 8 月，斯普林格出版社撤回旗
下 10个学术期刊的 64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作者。撤稿的
原因均是这些论文在“同行评审”过程中造假。

中介机构该代人受过吗？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放射科主任梁宗辉认为，对于
大多数医生来说，用英文写论文并非易事，于是社会上出现
了大量“润色论文”的中介机构。一些作者不熟悉国外出版
机构、不善于与国外网站联系沟通，委托中介机构投稿就成
为一种选择。而中介机构借此开始出现虚构、假冒评审专家
的现象。

至于论文作者本人是否知晓中介机构在“同行评审”环
节造假，上述出版机构表示并不掌握情况。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赵子建教授说：“无论有多少
借口都不可原谅，底线不能碰。”为什么这些作者不愿或不
敢找真正的专家进行真实的“同行评审”，是不是论文还有
其它的问题，论文本身是否存在造假，尚待调查。但不论哪
种造假，在国际上最起码要被认定为“学术不端”(miscon-
duct)，要进行严肃处理。

也有一些科研人员认为，所谓“责任在中介机构”的说
法，实质上是为这些造假开脱。国际通行惯例，通讯作者要
对文章的每一个字符负责，包括跟期刊编辑的往来通信。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科协相关负责人在和斯普林格出
版集团负责人会面时表示，出版集团和期刊存在内控机制
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广东一个基层科研人员对记者说，国内外投递论文的
同行评审程序类似，作者可以推荐审稿人，但不等于编辑会
采纳。此次事件暴露出，这些出版社在遴选审稿人方面，也
有一定的责任。

医生评价体系问题浮出水面

一些临床医生反映，此次造假背后的医学论文“浮躁
症”，和目前对医生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关。由于国内将发表
论文尤其是 SCI 论文作为博士毕业、医生晋升、课题结题
的主要考核指标，所以大家都希望在高水平刊物发表论文。

“为发文章养小白鼠，没心思投入临床训练”成为医疗
界诟病的问题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鹏认
为，根据现在的“考核指挥棒”，医学生硕士、博士毕业都必
须发文章，而且大多数要求做基础研究。这导致很多年轻医
生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去“养小白鼠”，无法集中投入到临床
训练中。为了晋升，医生、护士每年都得发一定数量的论文，
但许多文章对提高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作用不大。

一位来自广东的副主任医师对记者说，在国外，为了在
顶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一个科研团队要潜心研究几年；而
在国内，一个人一年甚至要写几篇。

北京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大夫说，发表论文是评职称
的硬指标，医术水平的高低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了，造成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为论文而论文上了，有时难免困惑，大
夫到底啥才是主业。

但也有临床医生认为，虽然现行的医生考核评价体系
有缺陷，但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要求也有一定的价值和合
理性。以往评价一个医生的医术主要看临床水平，但是这种
评价被诟病“太主观”，而论文还算是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
事实上，做手术和做科研并不矛盾。部分专家建议完善

针对临床医生的考核评价、教育体系。三甲医院病例数多、
疑难杂症多，有责任承担科研任务。肖海鹏认为，只会做手
术的医生只能算是“匠人”，更优秀的医生会善于从临床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研，会
更能指导临床实践，推动医学科学发展。
更多的临床医生希望，学科带头人、权威专家从培养人

才、奖掖后进的高度出发，切实承担起“同行评审”的责任。
由于为论文审稿需要专家付出相当大的劳动，而专家自己
又做临床又做科研，还承担各种重大课题，分身乏术，不愿
意“多管闲事”，导致论文作者遭遇“评审难”，迫不得已搞
“歪门邪道”。医院等相关单位应该做出制度安排，鼓励学科
带头人、权威专家更积极主动地承担“同行评审”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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