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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下月起试点跨省通办

经国务院同意，今年 6 月 1 日开始，将在辽宁、
山东、广东、重庆、四川实施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
“跨省通办”试点，在江苏、河南、湖北武汉、陕西西
安实施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试点期限为 2
年。 根据规定，内地居民自愿结婚、离婚，男女双方
应共同到一方当事人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 今后，
在试点地区，男女双方也可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
地办理婚姻登记。

点评：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作为确认婚
姻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婚姻登记必须在一方户
籍地办理的规定，多年来让不少外出工作、生活、学
习的人深感不便。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打造服
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但要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
愁盼”，把好事办好，需要各地民政部门的配合和磨
合，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网友热议：
@ 等风来呀 ww：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连对象都

没有的我要点进这条新闻。
@ 进击的晴晴子： 最近方便大家结婚的政策

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2021年 5月 25日 星期二 责编/杨飞 朱芳 版式/王艺林

·网络 站·ee

国家拟出新政支持新建社区配套充电桩建设

为加快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
力， 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 5 月 20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提
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针对阻碍
充换电设施布局的各类痛点给出了明确的解决
办法， 并强化对保障型充换电设施的补贴支持
和税收优惠力度。

充电基础设施正迎来快速发展期， 中国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联盟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168.1 万台，同比增加 37.9%。 据了解，目前居民

区充电桩建设落地难， 私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
仍有约 30%用户尚未配置固定车位私人充电
桩。 充电设施区域发展不平衡，配套不足的地区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相对偏低。 此外，公共充电
桩供需不匹配，综合利用率低。

《征求意见稿》明确，要严格落实新建居住
社区配建要求。 新建居住社区要落实 100%固定
车位预留充电桩建设安装条件， 各地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应在新建住宅项目规划报批、 规划验
收环节依法监督。 对于存量小区，各地充电基础
设施主管部门会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制定既
有居住社区充电桩建设改造行动计划， 纳入重

点工作统筹推进。
《征求意见稿》指出，要推进乡镇充换电设

施建设， 加快高速公路快充网络有效覆盖。 到
2025 年，东中部地区省份力争建成不少于 10 个
“示范乡镇”和 30 个“示范村”。 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
区快充站力争到 2025 年覆盖率不低于 80%，其
他地区不低于 60%。

财税金融支持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要
强化对高速公路、乡镇、居住社区等保障型充换
电设施的补贴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 建立与服
务质量挂钩的运营补贴标准， 进一步向优质场

站倾斜。 加强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示范类设
施的补贴力度，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还要将符合
条件的充换电设施及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投资
纳入新基建专项债券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的支持范围。

除了加强政策保障力度， 技术标准的制定
和统一对于加快发展充换电设施也十分关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透露， 有多项涉及充
换电的技术标准正处于推进阶段。 同时，将加快
开展换电标准制修订， 促进重卡换电和共享换
电发展；加快车网互动标准制修订，促进电动汽
车与智慧能源融合发展等。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临期商品热销
莫忘“安全至上”

■ 何珂

近日，“临期食品市场规模超百亿” 话题在网
上引发热议。 某社交平台上的相关社群中汇聚着
4 万多名成员，互相安利临期食品店铺、分享购买
经验。

临期食品是指临近保质期而仍在保质期内的

食品。 据报道，过去一年约有 200 多万用户购买临
期食品， 其中以年轻人为主。 临期食品有多划算
呢？ 以一盒售价 15 元的曲奇为例，作为临期食品
打折促销，只要 7 元就能买到。 消费者“用打折的
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选择临期食品对于很
多年轻人而言是一种不错的节俭生活方式。 同时，
临期食品可助力商家以较低成本的方式解决库

存。此外，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零食行业总产值
接近 3 万亿元；我国每年还进口大量的海外食品。
按每年 1%的库存沉淀计算， 临期食品的市场规
模，至少在百亿元。 消费者热衷临期食品也可以说
是一种低碳、低消耗、无浪费的消费观念，有利于
杜绝餐饮浪费。

减轻商家的库存积压 ，避免食物浪费 ，又让
利消费者 ， 临期食品热销的确是一举多得的好
事。不过，好事办好，还得注意安全。“临期”和“过
期”仅一线之隔，跨过这道线，多赢可能就变成了
多失。因此，监管制度必须跟上，不能让临期食品
市场成为法律法规的“漏网之鱼”。 具体来看，一
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临期食

品监管 ，常态化检查 ，防止出现商家存储食品时
不符合规范、食品包装上的保质期与实际保质期
不一致等相关问题 ，避免 “临期 ”变 “过期 ”，伤害
了消费者的胃和心；另一方面，在销售过程中，商
家对临期食品要依照规定及时清理出来，依规定
摆放，让消费者清楚地知晓自己购买的是临期食
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食品索证
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制度的指导意见 》 明确规
定 ，“临期食品 ”须在销售场所集中陈列 ，并向消
费者做醒目提示。 如果商家未尽提示义务，涉嫌
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临期食品成年轻人新宠，表明年轻人的消
费观念得到更新，值得肯定。 但开拓临期食品这个
潜力巨大的市场，还需各方共同努力，进而达到多
方共赢。

校外培训机构
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5月 2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
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
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
处。 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
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
产业。

点评：校外培训可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但过
度追逐应试化、功利化，以及虚假宣传等，非动大手
术不可。除了依法整饬，还要让学生在校内“吃饱吃
好”。 彻底改变“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许孩子明亮
未来！

网友热议：
@人生啊：希望父母在让孩子吃穿不愁的同

时关注孩子的内心 ， 老师在教书的同时更注重
育人。

@ 大爷大小八卦：医疗、教育就是最基本的良
心行业。

农村电商

助力乡村振兴

提升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砀山县， 区块链已经得到了初
步应用。 当地电商交易、物流数据能在
区块链上保存记录，不可篡改。 借助区
块链不可篡改、公开透明、可以追溯、
全程留痕等优势， 银行能对商家进行
精准放贷，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企业
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近年来，砀山农村电商开展得红
红火火。 正是因为有了较为成熟的电
商发展模式， 区块链才会在砀山县落
地。 ”砀山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国
内首个“区块链村”落地砀山良梨镇良
梨村，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数字经济“砀
山模式”，建立涉农主体的生产经营信
用体系， 为砀山农业产业和乡村振兴
注入科技金融力量。

5 月 13 日，在固镇县“农粮驿站”
质量追溯监控室， 工作人员正在轻点
鼠标，通过电脑屏幕，监控农产品生产
情况。 “我们实行透明的农产品生产追
溯管理。 在我们的生态大米基地，从种
植、收购、加工到运输的过程都可以溯
源。 客户扫描二维码，就能知道大米的
各个生产过程情况 ， 消费变得更放
心。 ”黄计亮说。

固镇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将做好网销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
设。 利用大数据预警产销风险，通过县
级运营服务中心把控农产品生产流
程， 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及质量追溯
体系建设，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电商助力农产品品牌建设， 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 固镇县利用品种、品
质 、品牌 、网络销售 “三品一网 ”的模
式，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培育了一
大批拿得出、叫得响、品质优、受欢迎
的优质农产品品牌。 畅销产品做成了
产业，产业开发延长了产业链条，产业
链条壮大形成了产业集群。

近年来， 我省主动适应数字化变
革，抢抓产业数字化新机遇，实现电子
商务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 农村电商
让农业走上了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
道路，助力“一品一码”全过程质量追
溯体系建设，推动农业现代化，推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搭建网络平台，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颗颗都是大的，颗颗都是饱满的。黑花
生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
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买了不后悔， 不买拍大
腿！ ”5 月 13 日，固镇县“农粮驿站”电商平台
的主播通过 “直播 ”，推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黑花生。

农村电商搭建网络销售平台， 助力农产
品销售，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农粮驿站’通
过线上 、线下结合 ，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带
动农民持续增收。 平台帮助农民拓展销售市
场， 提高了生产、 销售效率， 降低了经营风
险，让农民也享受到了互联网红利。 ”安徽省
绿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农粮驿站 ”
电商平台创始人黄计亮说， 公司将 “农粮驿
站”打造成专营农副产品的优质电商平台，利
用 “互联网+农业 ”将农民自种自养的农副产
品搬到网上销售， 架设了消费者从农民手中
购买农产品的“网络桥梁”。

“以前，鸽子蛋的销售没有保障，我经常愁
得睡不着觉。 ‘农粮驿站’让鸽子蛋的销售有了
保障，让我吃下了‘定心丸’。 去年疫情期间，积
压了 1000 多个鸽子蛋，联系‘农粮驿站’工作
人员后，很快就通过这个平台销售一空。 ”固镇
县石湖乡陡沟村村民黄保桂因身有残疾，一度
陷入贫困。 如今，他通过“农粮驿站”电商平台，
售卖自家的鸽子蛋， 收入变得稳定起来。 “现
在，我不仅脱了贫，还迈上了致富路，一年能有
5 万元的收入。 ”黄保桂笑着对记者说。

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从本地走向了全
国。 “‘农粮驿站’将固镇县分散的农产品集中
后，统一对接市场，面向全国销售。 当地特色农
产品，如烤鸭蛋、黑花生、绿豆皮、生态大米等，
被搬到网上销售后，立马成了‘网红爆款’。 ”黄
计亮说，“农粮驿站” 电商平台通过产业整合、
包装升级、注册商标等方式，把一家一户分散
的农产品和全国大市场连接起来，助力当地农
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

电商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新引擎。 各地积
极推动农村电商和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推进农
村商品流通模式转变、创新，构建现代化农村
商品流通网络，助推农业产业发展。

掀起创业“热潮”，培育更多“新农人”

砀山以盛产酥梨驰名中外 ，被誉
为“中国梨都”。 曾几何时，因为交通
不便等因素， 砀山酥梨虽名声在外，
却卖不上好价钱。随着砀山县电商产
业的蓬勃发展，砀山酥梨在电商平台
上大卖，果贱伤农的问题逐步得到解
决。 目前，砀山县拥有电商企业 1300
多家 ，网店和微商近 5 万家 ，10 万多
人从事电商、物流等工作。

5 月 12 日，在砀山县“梨农公社”，
工作人员把梨膏装箱，通过电商平台，
向全国各地的客户发货。 “平台主要销
售酥梨、梨膏、罐头等农产品。 现在虽
处于淡季，但每天也有几百个订单。 预
计今年销售额能突破 3500 万元。 ”砀
山乐村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梨农公社”创始人郭鹏伟说。
郭鹏伟的家乡良梨镇良梨村是

砀山酥梨的核心产区。 2014 年，良梨
村酥梨喜获丰收 ， 却遇到了销路难
题。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城市工作的
郭鹏伟了解情况后， 决定利用电商，
销售农产品。 说干就干，2015 年他辞
职返乡创业，创办砀山乐村淘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 帮助当地村民销售酥
梨。 “公司还打造了‘梨农公社’品牌，
教当地农民学电商 、做电商 ，带动农
民通过电商致富。去年在网络上卖了
230万斤砀山酥梨， 价格比过去提高
了不少 ， 销售额 2000 多万元 ， 带动
340 户农户平均增收 3000 多元。 ”郭
鹏伟说。

发展农村电商，人才是关键。 砀山
县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砀山县涌
现出李娟、尉晓、蒋鹏、段旭旭等一批
优秀的“农创客”“田秀才”，积极带领
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 我省优化农村电商发展
环境， 引导支持青年返乡下乡创业，
电子商务在农村发展迅速，逐步解决
了农村买难、卖难问题。 迎着政策春
风，一批有影响力的电商企业开始在
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农村电商助农兴
农，降低创业成本，促进返乡创业，让
农民成为更有吸引力的职业。 一支有
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电商人
才队伍发展壮大，逐步成为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近年来，我省各地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积极扶持农村电商发展、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带动了农产品
销售，增加了农民收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电商凭借便捷、高效、成本低、覆盖面广等优势，将进
一步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让农业经济“活起来”“火起来”。

▲ 5 月 13 日 ，固镇县 “农粮驿站 ”电商
平台的主播通过直播推销当地的特色农

产品。 本报记者 马成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