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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孩子们出行“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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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月 "#日下午
在其官网上发表了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陈鸿飞总队长给全省少年儿童的一封
信"# 提醒全省少年儿童注意交通安全#培
养文明出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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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陈鸿飞总队
长给全省少年儿童的一封信" 中写道#%在
你们成长的过程中#相信你们已经感受到#

我们身边的汽车&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
等交通工具越来越多# 马路也一天比一天
拥挤了# 城市很多地方开始堵车了$ 车多
了# 相互碰撞的机会也多了''在我们海
南# 平均每 $天就有 "人在这样的碰撞中
失去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小心一些#这样的
碰撞是完全可以不发生的''(

信中发出倡议#希望小朋友们%文明走
路(#%文明骑车(#%文明乘车($按交通信号
灯行走#走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没有人行
道的靠右边行走)不满 %&岁的儿童不准在
道路上骑自行车#到了法定骑车年龄的#骑
车时要各行其道#不并排扶着骑车&猛拐&

互相追赶等) 乘车时不将身体的任何部分
伸出车窗外# 下车后不要从车前车后突然
穿出或猛跑过马路$

网友%丫丫妈(跟帖说#%情真意切#写得
很好$遵守交通规则#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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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孩子交通安全(问题#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位海口市民$

陈女士家中孩子刚上幼儿园小班$她
告诉记者#平时送孩子上下幼儿园&带孩子
在路边散步时# 她会很紧张#%现在路上车

太多了#尤其是电动车#速度快&又没什么
声音#到了跟前你才能发觉#有些骑车的人
安全意识不高#我很怕小孩被撞到$(她说#

自己经常边走路边教孩子一些交通安全知
识#尽管孩子现在还小#相信孩子慢慢会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

洪先生则对很多孩子养成了边走路边听
随身听的习惯感到担忧# 他说自己有次看到
一个穿初中校服的男生戴着随身听耳机骑电
单车#后车胎没气了也没感觉#沿路不断有行
人在提醒这位男生#可男生%充耳不闻($

而在现实中#很多身为监护者的家长在
身体力行时却没有给孩子做好的榜样$记者

经常路过海口府城地区的朱云路口#路口周
边分布着多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校大门
口正对着主干道#车辆川流不息$但在放学
时间#很多家长骑车带小孩时#不遵守交通
规则#或无视红绿灯#或超载搭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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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警总队交通管理处周平虎警官今
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交警部门针对少
年儿童的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有多种形式#包
括在学校设置宣传栏&开设交通安全知识讲
座&竞赛等$今年#省交警总队还根据公安部
统一部署#于年初在全省组织开展 %护卫天

使行动(# 为全省青少年铺设一条交通安全
保障线#行动内容包括完善校园周边道路交
通标志标线等安全设施#积极开展校园周边
交通秩序整治#对校车实行%户籍化(管理#

对在道路主次干道路边& 交通流量较大&接
送学生车辆较多&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的中小
学校&幼儿园门前#设立交警%护学岗(#安排
民警和交通协管员开展护学活动等$

%小朋友们#你们的平安健康&快乐成
长既是你们爸爸妈妈的心愿# 也是全省交
警叔叔阿姨们最大的心愿*(海南交警在给
全省少年儿童的信中#许下了这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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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琼海一名城管队员在制止一起
占道经营乱倒垃圾行为时# 被女摊主持刀
刺伤$目前女摊主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天$

昨天上午#按照工作部署#琼海市城管
局安排城管队员到纪纲街等老街区#对%门

前三包(管理不到位的现象进行综合治理$

'时 &(分# 城管队员来到纪纲街一无
门牌号&无店名的水果店时#发现该店水果
摊占道经营#而且垃圾没有按规定装好$队
员便上前纠正#但女摊主不仅不予理睬#反
将大量的烂水果等垃圾倾倒在街面上$

城管队员在劝说无效后# 决定暂扣其
占道摆放的一箱水果$见状#女摊主冲进店
内取出一把水果刀# 对着队员就是一阵乱
捅$混乱中#试图夺下其刀具的城管队员黄
某被刺伤右手$ 最终他将刀从妇女手上夺
下# 但女摊主继续辱骂并用拖鞋等物打向

城管队员#后被闻讯赶到的民警控制住$

据城管队员介绍#该女摊主以前曾多次
持刀恐吓城管队员# 阻止他们正常执法$目
前女摊主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天的处罚$

纪纲街是琼海市区几条老街之一#多
年来占道经营&乱搭乱建&乱摆乱放现象严
重#环境卫生不容乐观$为了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 该市加强对几条老街区进行环境综
合整治#城管&工商&公安等部门曾多次开
展联合执法$可是每次整治过后#老问题又
开始反弹$目前#该市着手建立长效机制#

以期彻底根治老街区脏乱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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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乐东警方近日侦破一起特大信用卡
非法套现经营案#&名犯罪嫌疑人套现 &)))

万元#非法得利数十万元$

今年 "月 &*日# 乐东警方接到某商业银
行乐东支行报案#称该县某不锈钢材料店的交
易出现异常$该店法人代表全某京去年在该行
开户并办理高级网银和 +,-机业务后# 账户
交易异常频繁$ 从去年 .月 .日至今年 "月
#)日#共刷卡消费 &)))万元#且只有刷卡和
网银转出两种业务#而且#网上转账均转入一
个名为%许某宁(的账户#涉嫌非法套现交易$

省公安厅接报后将该案列为省厅挂牌
督办案件$*月 #!日# 乐东警方经过调查获
悉#涉案嫌疑人许某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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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因
涉嫌参与赌博# 于 "月 #)日被海口市公安

局刑事拘留# 并羁押在海口市第二看守所$

专案组民警随即对许某宁进行审讯#许对其
与全某京在海口利用 +,-机进行非法套现
并收取手续费的事实供认不讳$

正当专案组民警准备对全某京实施抓
捕时# 感到事情不妙的全某京于 *月 &"日
向乐东警方投案自首$ 据其交代# 自去年 .

月以来#他与嫌犯许某宁以乐东县乐城某不
锈钢材料店的名义#在某商业银行乐东支行
申办 +,-机和高级网银业务$之后#他们在
海口地区以 (/'0至 %/&0的比例收取 %手续
费(#大肆从事信用卡非法套现业务#截至案
发时共累计套现金额 &)))万元$仅此#全某
京等从中非法得利数十万元$

!月 &)日#乐东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全
某京&许某宁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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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警方日前侦破一起利用假身份证办理多
家银行信用卡#恶意透支套取现金案$

*月 &日# 海口市公安局接到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报案称#有人假冒海口市机关&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 向该行办理个人信
用卡并恶意透支套取现金 &(多万元#给银行
造成巨大损失$

海口警方以调取现场监控录像视频资
料为突破口# 于 *月 %"日在海口市海秀中
路一家台球室将犯罪嫌疑人张某& 李某抓

获#当场缴获虚假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申
办单及银行卡等物品$随后#民警又将曾在
某银行工作的龙某以及在邮局当邮递员的
冯某&符某抓获$

经审讯证实#该团伙自去年以来#私刻
海口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章#伪造他
人身份证以及虚假的单位收入证明#在银行
申领信用卡后#通过 +,-机刷卡套现的方式
恶意透支非法获利$ 受害单位涉及工行&中
行&农行&交行及深发行等多家银行$

目前#!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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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警方近日打掉两个疯狂盗窃
车辆的团伙$ 今天上午#%1名车主在海口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领回自己被盗车辆$

*月 1日凌晨 &时许# 海口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专案组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在该市
椰海大道将准备实施盗窃汽车的符某詹当
场抓获#缴获作案工具一批$随后#涉嫌销赃
的犯罪嫌疑人符某强& 文某全也相继落网$

据查实#该团伙盗窃汽车 &%辆#警方目前已
追回 %(辆$

!月 &"日#乐东公安局抓获以杨某为首
的 1人盗窃汽车团伙#缴获汽车 .辆$据警
方初步调查# 该团伙成员作案地均在海口#

赃车主要销往乐东&东方等市县$!月 &*日#

该案移交海口警方办理$犯罪嫌疑人向海口
警方交待#该团伙长期在海口作案#盗窃汽
车 "(多辆$

据了解#这些盗车团伙主要以盗窃中低
档车辆为主$ 得手后大多以 %万+&万元低
价出手$一些人明知这些来路不明的车辆没
有购买发票&没有相关合法证件#仍禁不住
诱惑购买赃车$在某医院工作的罗某先后共
花了 '万元买 "辆赃车#被以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与犯罪收益罪逮捕$警方提醒#买赃车
和盗车一样#都触犯刑法#须承担刑事责任#

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目前这两起盗车案
中#已有 !名购买赃车者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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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吹起%奢侈风(#这不是什么新
鲜事$ 据媒体报道# 早在一周前各地就开
始陆续出现%天价粽子(#比如长沙某商场
一盒只有 %&个松茸粽的端午礼盒装粽子
就卖到 %(''元的高价#还供不应求)而去
年在网上#"(((多元的粽子礼盒曾经号称
卖断货$ 难怪有网友戏言# 我吃的不是粽
子#是金子$

%六一(#是儿童的节日#是保障儿童生
存权&保健权和教育权的节日$ 在这一天#

孩子们不仅可以享受相应的福利保障和参
加公益活动# 家长们也往往会买礼品送给
孩子作为鼓励和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儿
童节礼物已经是一种爱心的表达# 包含着
一股浓浓的亲情味$

然而#天价儿童礼物的出现#不但让
这种人情味变淡了#甚至还变味了$ 因为
这些礼物并不是针对所有消费者#一些普
通家庭对此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有经济能
力消费#买来的奢侈礼物也容易被孩子拿
来作为攀比的对象#这样一来#大人和孩
子看中的可能就不是礼物#而是礼物的含
金量$

有位家长这样表示,%买高价位的儿童
礼物#这是没办法的事$ 节日里#不买都不
行#买便宜也不行$(可以说#这番话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对天价儿童礼物的态
度$ 与之类似#前些年盛行%天价月饼(#也
让民众苦累不已# 但在社会的口诛笔伐和
政府部门的干预下# 终于淡出市场$ 如今
%天价儿童礼物(再现#恐怕也难逃这样的
命运$

近些年来#借节假日文化唱经济大戏#

不仅是各地旅游景点的一种发展思维#也
被精明的商家滥用$ 如今# 无论是舶来的
洋节#还是中国传统节日#他们都会从各个
角度来一番谋利挖掘# 把原本节日的本义
要素和文化气息冲刷得一干二净# 让节日
文化受到重创$ 如今儿童节也再次失守#

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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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各级党政机关公车消费开支日
益增加#超标准&大排量的豪华型公车比比
皆是#每年消耗庞大#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
沉重负担$最近几年#禁止党政机关购置越

野车的公车规范禁令其实屡屡出台# 不仅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如是的%禁令(#不少地
方政府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 但笔者注意
到#在此类%禁令(和管理措施中都有这样
一个关键词+++%原则上(,原则上不能如
何#应该如何云云$ 本来公车管理规定是
明确&严肃和刚性的#但加了这么一个%原
则上(# 就不可避免地给违规行为留下了
一个可以%变通(的后门+++事实上#所谓
%工作需要( 本身就是一块由机关单位自
己掌握的橡皮泥#想要找个借口买辆越野
车也并不难$

如此种种#很容易在现实中异化成这
样的情景,你可以%原则上(#我也可以%原
则上(#结果大家都%原则上(#规定成了摆
设#禁令成了谁都不会触及的例外&变成
%原则上不起作用($

类似的%原则上禁令(还不仅在公车
规范领域#其他行政领域也很常见$某某部
委发出通知#对有关部门提出整顿要求#景
区原则上不得设置园中园门票& 公务人员
出公差原则上不住五星级酒店#等等$ %原
则上( 为什么会在规范公车的政府规章和
行政禁令中%流行(不衰-一方面说明#勇气

不够&决心不大#缺乏%壮士断腕(的制度信
心# 这就埋下了制度虚设的隐患$ 而很显
然# 一些机关顶风购买豪华车的行为也从
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人治(情结
对于制度的%干预($有些官员们常说#政策
是人制定的$ 潜台词是# 既然人能制定政
策#就能修改政策#%灵活掌握(政策$ 于是
乎#%原则上(就悄然走进了红头文件里#成
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官场辞令# 在现实中把
握起来也非常%得心应手($

公车规范应该少讲一点 %原则上($

%原则(而%上(#只能让%原则(走样#也损
害了公权力的威信$ 公车改革喊了很多
年#可许多地方的公车却越来越多#越来
越豪华$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大概与公
车规范%条款(中若隐若现的%原则上(有
着莫大的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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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京沪穗三地的抽检显示鸡肉不
含激素#不等于其它地区的鸡肉也都不含激素$

以此得出 %对鸡肉中含有激素的担心是没有根
据的( 的结论# 放在京沪穗或许有一定的可信
度#但是放在全国的范围中#恐怕就不能令人完
全信服了$如此%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检测#实在
有以偏概全之嫌$谁都知道#京沪穗三大城市食
品监管最严格#不良商家深谙此%道(#将问题食
品更多地%投放(到了边远地区#以逃避监管$

如果以此思路出发#监管的重点是在偏远而不
是京沪穗$ 政府部门调查食品抽取的样本#仅
仅以京沪穗三地是不适合的$

同时#有关部门对%激素鸡(的调查回应
还不仅仅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更主要的
在于#食品安全一有问题#就先来关注京沪穗
等重要城市和地区# 对其它城市或偏远地区
却并不重视$ 这种工作态度#显然有失偏颇$

因为#在健康生命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无
论食品监管还是其它事关民生# 先顾京沪穗
甚至只顾京沪穗# 难道大城市市民的健康就
高于小地方的吗-

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着诸多乱象#有
关部门在食品安全的监管上# 能否多些全局
观念#少些%先顾(甚至%只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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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南橡胶“走出去”战略喝彩

近日#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拟通过受让泰国第三
大天然橡胶生产商泰华树胶 !"#的股权的
方式# 进军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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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有些公权部门仗着 %公务使用(

的挡箭牌#管我买什么&就不理睬你的霸
气作派#柳州城管部门能够迅速回应市民

对%豪华执法船(的质疑#值得肯定$

正因为柳州城管的开明纳%疑(#笔者
也愿凑上一议,%豪华执法船(既应释疑更
应除忧$

站在普罗大众的角度#我想不少市民
的忧虑之一#是%豪华执法船(会不会异化
成了%豪华游览船($ 一艘造价 &((万元的
城管水上执法船# 能不能堪称 %豪华(级
别#显然还值商榷$ 不过#从媒体发布的新
闻图片看#说这艘执法船设计精巧&外形
美观#应是无可争议的$ 为此#循着现实语
境中屡见不鲜的%公物私用(顽症#公众难
免要自然而然地担忧起,倘若缺乏严格的

监督和约束#谁能确保与断定#将来某些
有权有势者不会看中这一时新%宝贝(#把
它当作了水上休闲和畅游的上佳选择-

市民的忧虑之二是#购置水上执法船
是否有规可循&有据可依- 否则的话#以后
各地在具体采购中#就未必不会出现%没
有最豪华&只有更豪华(的乱象$ 一条价值
&((万元的执法船# 也许真的谈不上贵得
令人咋舌#但城管回应称购置该船的原因
之一#是缘于原先巡逻艇航速慢得连非法
吸沙的违章船都追不上#那就有点%为买
新船强说理(的意味了$ 报道中披露#%豪
华执法船(全速时可达 &1节#而我百度了

一下%吸沙船航速(#普遍也只在 '2%( 节
这样$ 如此鲜明的航速差距#难道不让人
怀疑存在%杀鸡用牛刀(的嫌疑么- 更莫说
有网友随之语带讥讽,照此逻辑#如今许
多飙车族开的全是豪华名车#那交警执法
是不是也得统统配上这样的 %天价公车(

执法才行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面对%豪华执法船(

这样的现象#人们真正不放心的#倒并非
有些%公物(该不该配置&要不要使用#而
是有没有%拉大旗作虎皮(地超标配置和
滥作私用$ 柳州城管一条船引出的热议#

看起来是局部地区& 特定范围的一桩小
事#其实却也很好说明了更广区域&更宽
范畴的共性民意$ 善于释疑是一种进步#

但能不能做到预作思考&先想一步#切实
去除和打消公众的深层之忧#无疑更加考
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和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