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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玉米被偷”
，
你怎么看？
不能止于道德批判

根据《刑法》等法律规定，
盗窃
贪便宜心态是该批判与谴责，
公私财物价值达到 30 万元便属于
村民的偷盗行为更该予以必要的
“数额特别巨大”
，
可依法处十年以
惩罚，但事情显然又不能仅止于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
此。说起来，科研产品被偷、实验
被偷的科研玉米
“损失或达上千万
基地被破坏的事情近年来已屡屡
元”的说法属实，真的为参与偷盗
发生，
湖南农业大学此前就曾发生
的村民捏一把汗。
过一名硕士研究生在实验基地所
事情当然不会往这个方面发
种的油菜花险遭游客采摘一事。
展，
因为被偷的科研玉米的价值认
当田野上的科研基地连必要
定复杂，
当前流传的
“损失或达上千
的
“防小人”
之举都没有，
赤裸裸考
万元”
缺乏科学计算。更关键的是， 验人们的道德自觉，
同时又是关门
参与偷盗的村民的罪责明显没有那
办学、关门研究，科研工作者不能
么大，
更多是出于一种贪小便宜的
深入乡土社会，
与当地
“老乡”
成为
心态，
可能多数人认为自己偷的玉 “自己人”
，
让村民们知道实验田和
米和自家种的玉米没有什么区别。 科研产品的价值与意义，很难说
据悉此次事件当场唯一抓住的是一 “科研玉米被偷”事件的发生不是
个跑得慢的 80 多岁的老人，
如果真
某种必然。若想根绝类似事件的
走上司法程序，
于情理不符。
发生，
就要从这些角度入手设防。

昆明太医堂医院
皮肤病诊疗
0871-6265 6565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餐 饮
市中心 300㎡餐厅转让

面

园西路360㎡商业街旺铺转让 营业中桑拿足疗SPA转让

或承包。15812078552

南屏街祥云美食城旺铺转让

官渡区养生会所转让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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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交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律师提醒：

餐厅转让或出租

全新装修，设备齐全，位置很佳，学校，
农贸市场距离 20 米，采购方便，人流量
大，行业不限。电话:18987896166

汽车后市
日新中路富城车世修理店转让

180㎡18987099531
某汽车俱乐部寻合作或承包

修车、做漆、保险、美容可分包，小菜园
附近，位置佳。电话：15368096766

大型豪华餐厅地处呈贡大学城黄金地
段，
紧邻云南师范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
距离高铁站 1 公里，餐厅占地面积 420 人民东路二环内800㎡汽车修理厂低转
平米，
新装修，
证照齐全，
接手即可经营。 带证经营中洗车美容、保养维修、保险
客源稳定，
位置佳，
40万低价转让。
联系电话：13759116528 陈总 钣喷，
杨 :18687185596 、18725080357

因股东不合，有天然气管道，证照齐全，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咨询电话：0871-63306561
生意好 13238666116、13108533802

春城招聘 云南疼痛病医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肿瘤光动力研究院诚聘

财会·文员

◇执业医师 18 名：取得医师资格证，踏实上进。
◇护士 20 名：取得护士资格证，有病房工作经验。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欢迎到院面谈。
佳福建筑有限公司招聘
财 务 人 员 两 名 ，待 遇 从 优 ，包 吃
联系人：许女士 电话：18508814025
住。18987691888 邓经理

医疗·药品
中医诊所招聘

专职中药配剂员 2 名；煎
药员 2 名。 13577093853

盘龙区诊所聘

五年以上内科法人。
电话：18468137319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特别提醒：

金鑫财务咨询
法律服务 各种疑难债务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18208795067

金兴财务咨询 贷款·典当
合法注册、各种疑难债务咨询，成功付款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
平台，交易双方在交易前
核实相关资质，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
行负责，
一切交易将视为客户自行自
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律师提醒：

休闲娱乐

营业中，装修到位，手续齐全，
接手可经营。15887289518

临街旺铺转让或出租

健康热线：

转 让

铺

近日，
湖南农业大学学
生发帖称，
学校在浏阳
实习基地种的玉米、
棉
花等科研成果被当地
村民偷盗。湖南农业
大学浏阳实习基地一
位老师告诉记者，
此次
被偷盗最严重的是学
校获得审批的一个玉
米新品种，
一旦被扩散
出去损失巨大，
还可能
会影响到学生的毕业
设计。
（7 月 10 日《北
京青年报》
）

不速之客闯入，
玉米被盗，
损失或
达千万元，有同学或不能毕业……这
是从科研人员和知情者视角所看到的
画面，他们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的成
果或许就此付诸东流，
郁闷在所难免。
但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
换一个视
角，看到的就未必是这种场景。在不
知情的村民眼里，他们多半觉得自己
只是偷了一点普通的菜，占了一点小
便宜，甚至还能给出“顺手拿点不算
偷”这般自洽圆融的论调。而从法律
角度看，偷盗科研玉米的村民,未必会
承担多么严重的后果。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玉米的科研价值，隐蔽的偷盗举
动里也并未夹杂破坏和窃取科研成果
的主观恶意，往往只会被认定为一般
违法行为，
给予批评教育或治安处罚。
譬如 2016 年，江苏省农科院泰州
农科所的研究人员打算对20亩种植历

500 多平米,经营中火锅店急转。
联系电话：18987579418
地处繁华路段，客流多，接手

先看病、后付款
地址：昆明市环城北路 29 号

法律短板要补齐

本报评论员 刘孙恒

办理资金短借

上门办理、
现场办理
13888767178

振国医院招聘

医生 10 名、
护士 10 名
电话：
13108660768 王医生

新螺蛳湾诊所招聘
内儿科医生，护士二名。
电话：13668742793

教育培训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可直接营业，因另有发展，急
需转让，有意向者面谈。
电话：18288988159 盘师

时6年的芋头进行采集收获，
却发现芋
头被周边部分村民偷了，
损失成百万乃
至上千万元。但当地警方表示，
按芋头
的市值，
分到人头才几十块钱，
由于未
达到犯罪数额标准，
无法予以立案。
一些人在“小农意识”牵引下，为
了三瓜两枣的小便宜，给科研造成巨
大的损失，却往往因案值不够被认定
为无法立案……这该如何破题？得补
齐这方面的法律短板，对科研作物应
有单独的价值评估标准并明确惩罚措
施，更不能单纯以不知者无罪来一刀
切地处理。同时，相应的普法宣传也
得跟上，科研人员更是应主动向周边
的村民普及科研作物的价值和盗窃破
坏所要承担的后果。当然，这需要一
个过程，
当下最为紧迫的是，
科研人员
先得从基础防护措施着手，至少给科
研作物们弄一堵围墙吧！

宾馆·旅店
酒店转让或出租

陈总：
13759116528
漾濞总面积1880亩核桃园转让
曾总：
13908851604 290亩、390亩、1190亩三座分开转让，有林权证书，

超 市
西站附近 30㎡便利店急转

新螺蛳湾经营中酒店急转

超市转让

生意好，房租低，位置佳，人流量
大，带楼可住人。15974818323

教育·学校

富民县城边三块优质土地转让

和合作投资。①宅基地（山庄占
地 5.5 亩转让价 320 万）。②养殖
场占地 50 亩转让价 260 万元。③
工业甪地 28 亩转让价 520 万元。

本酒店地处呈贡大学城中央，
电话:13888922127 付先生
距离昆明高铁站仅 900 米，独
栋，总共六层，共 53 个标准间， 五华区厂口乡 21 亩土地转让
刚装修完毕，带会议室，带停车
或出租。30 年合同。
位，证照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王15911503603、蔡13888713923

环城东路经营中酒店转让

经营中，生意好，效益好。
电话：
18288286116 微信同号

□ 刘筱庆

地处320国道跃龙公路12公里旁18908727508赵

医院·诊所

95 个标间，延安医院附近，位置
佳，客源稳定。18788499801

西山区永莲诊所急转

有100个房间13888953068

因诊所负责人另有事要做，急需转让
崔 13619674776、张 17687108754

昆明学院西门旅社转让

综 合

26 个房间，客源稳定，有事优转。
18208794246

经开区面条加工厂转让或合作

土 地

证照齐全（含食品安全许可证）。
电话：17898719916 杨女士

50 亩转让 双机带店转让
官渡区云秀路幼儿园转让 工业用地
有土地证，位置好。
18087103360 杨老师

张女士 18687827846

（非诚勿扰）13888188969

或寻求许可证合作。
13888596679非诚勿扰

口腔医生数名，有证优先。上班环
境优，世纪城片区 13888804586

高薪诚聘

管 理

收费员数名：能熟练操作电脑，年龄在
20 岁至 50 岁，男女不限，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15288311220 段老师

技工

25~40 岁，发展空间大，福利保障全，
节假双休，薪资面谈 13708879254

北市区社区综合门诊聘

某大型建筑施工企业招聘

官渡区诊所诚聘法人

昆明市城南老年医院招聘

持证全科、内科、外科医生及护士、检验师、妇
高级财务经理 2、合同部经理
幼专干；口腔、针推、妇科合作13368852962 1、

和平诊所招主治医

3、工程管理副总 4、项目经理

薪酬福利待遇特别优厚，可面议，
期待各精英人士的加入。

内、妇、儿中西医均可，保底 1 万＋提成奖， 简历可投邮箱至：1185849942@qq.com
0871-68038027 13648890583 贾
上一天休一天，包住 15987189639

招募售后专员、客户经理

综 合
●手工易学 80 元起／天，日结 63186713

个人求职
老驾自带轿车求职

自带 2018 款全新奥迪 A6L 轿
车求职（价优）。13208851918
执业满 5 年的口腔执业医师做诊
●专业税务筹划、代理记账 18725052034
所负责人。电话：13808750197
●资深会计代理记账、报税 15969508025
彩票店招聘打票员一名
西山区卫生服务中心急聘
B 超、内科、外科、妇科医生、护士。 要求：昆明本地人，3000 元/月， ●陈师注册注销代账报税15388881110
●专做小企业账报税 13987161859
中医、
口腔科寻合作。15368148104 详情面议。13987137959

高薪诚聘

家教辅导
●26年中小学各科高分精补63347208

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
学技术，选好校，试学满意再交费！

服 务

婚介·交友 工商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友情提示

使用本栏信息请查验核实
对方真实有效证件，谨防受
骗，因征婚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要求
的相关内容，请注意自我保护，慎重选择!

品牌婚介

汽车维修、汽车美容与装饰、汽车钣金与喷漆、新能源电
动汽车、汽车营销、中式烹调(厨师)、西式烹调、中西式面点、形
●28 年社区中老年婚介 13888214801
象设计（美容美发）、幼儿教育、电子商务、电子应用技术等。

电话：0871-67193481 官网：
www.xxnjx.cn

学校地址：大板桥校区：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
金 沙 校 区：昆明市盘龙区金沙小区金沙路 263 号

打造行业精英，
铸就技术人生。

● 精 品 好 姻 缘 服 务 到 牵 手 63165107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交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律师提醒：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工商注册、
变更、
注销
代理记账 商标注册 资质

15877951983

招商合作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医院寻求投资合作
证件齐全。电话：1872509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