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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体系并非唯法独尊，而是强调“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绝非仅是法律条文或
法律规则的治理，而是人民普遍遵从“制定良好的
法”的状态。法治的条件之一是良法之治，而判断良
法必然需要仰赖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海放

@人民日报：一直以来，“文化鸿
沟”的存在，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异的
重要体现。当大城市的市民为看《黄
金时代》还是看画展、听音乐会而纠结
的时候，不少地方的人们，只能在“最
炫民族风”“小苹果”的节奏中重复单
调的舞姿。以此观之，确立公共文化
服务的“底线标准”，有助于补足中西

部和农村地区的文化短板，从而缩小
差距、弥合鸿沟，社会公平也必将获得
新的文化诠释。

@经济日报：物价太高或太低都
不行。高增长低物价是最理想的运行
状态，但这个“低”究竟应该是多少
呢？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居民收
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
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经
济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就是健康
良性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物价温和

上涨是正常的。
@光明日报：在环保工作上，要把

政策威力转变为执法威力，关键是将处
罚落实到“双罚”上。对民营企业来说，
既要兑现其经济责任，又要追究其法律
责任。对国有企业而言，既要对违法企
业进行重罚，又要对负责人进行处罚。

据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教育局
装备办大院惊现“纸壳做的课桌椅”，被
雨水淋后变“大花脸”。黄岛教育局工作
人员回应称，这批桌椅尚未通过验收，
属于一外地企业，由于没有场地存放，

“暂住”装备办大院。
一场“及时雨”在浇出了一堆“豆腐

渣”的同时，也浇出了黄岛教育局在课桌
椅采购环节可能存在的“蚁穴”。尽管有
工作人员在事件曝光后表示，如果课桌
椅不合格，肯定不会通过验收。但怪异
的“暂住”个案，仍令舆情期待有关部门
及时介入，彻查事件真相。

的确，结合近年来时有爆出的天价

采购案、猫儿腻采购案来看，每一起问题
采购个案，都存在着一条贪墨败度的利
益链，蚕食着社会的公共财富与政府部
门的形象。而要防范政府采购中的歪风
邪气，确保政府采购工作公开透明，不仅
需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从根源上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
力“越线”，更需要对戏耍民情民意、影响
政府公信力的权钱交易行为必查必纠。
这正是：

人在做事天在看，纸壳桌椅露了馅。
是谁权钱起交易，是谁竟吃民膏宴？
法治不能成空话，拍蝇打虎齐心干。

（文/乐南 图/李倩）

■ 正言

大量超载运沙车从海口秀英区东
山镇卜南村穿村而过。修建的柏油路
不到半年就被压坏，沿街居民住房也被
震裂。无奈之下，村民们开始拦截超载
车辆，并且在路面上放置了大量的石
块。东山镇政府表示，已成立专案组展
开调查，并将进行专项整治。（10月28
日《南国都市报》）

运沙车超载，不仅严重影响了卜南
村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还危及着
沿途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对于驾

驶员自身安全而言，也埋下了不小的隐
患。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运沙
车，仍然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于不顾，飞驰在民声抱怨之下，超载
于险象丛生之间，给道路“施压”，给环
境“扬尘”，给百姓“添堵”。

对于这种令公众感到不安、令公路
伤痕累累的超载，虽然当地政府和公路
部门曾多次进行查处，暂扣过多辆非法
超载运沙车，但是在利益驱动下，非法
超载行为屡禁不止。村民们也于无奈
之下，在道路上摆下了 200 米长的“奇
石阵”，给大型车辆设障。而这样的行
为，不仅极易导致交通事故，而且同样
属于违法行为。

如何破解非法超载运沙车扰民、村
民以“违法”治“违法”的怪圈？这一话

题不仅关系到具体乡村的稳定与和谐，
关系到我省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的落实，
对于执法部门提高执政能力、积极回应
村民的法治需求，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深入民心来说，也是一项具象化的工
作。不仅需要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以
这一矛盾为突破口，积极开展普法活
动，提高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还需抓
住“非法超载”的症结，加强源头管理、
加强执法力度，并使防治常态化、动态
化，而非一阵风、走过场。

也只有在具象化的生产生活中弘扬
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培育法治文
化，“奇石阵”对抗超载车等乱象，才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治思维，也才会真正广入、深入基层。

莫让“堵路石”堵住基层法治路

根据气象预报，本月底京津冀地区大气扩散
条件将变差，新一轮雾霾将袭来。置身雾霾的“来
来往往”，有网民晒出一张15年前刊登大气污染
治理内容的报纸，引发了网络上的共鸣。

这则头条标题印着“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
新世纪”的老报纸网帖博得众人一乐，政府部门却
不可一笑而过。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
过大数据来检验政府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完成了
多少。“拍着胸脯打包票，时间到了没结果”，这样
的事情与法治政府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不能让群
众满意点赞。

法治政府当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多年
来各级政府部门在环保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治理的速度
与效果距离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承诺，
不应变成明天的笑话。可历史证明，有的承诺到
头来仍是空头支票一张，笑话一个。例如，当年解
决春运“一票难求”的时间表一改再改，令不少网
民直呼“寒心”；承诺取缔的乱补课，在有些地方仍
不同程度存在。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没有落实的豪
言壮语，有人戏称：他们就像是在下象棋，目标总
是“将将将”，将要怎么样。

公众反对的是不计后果的大包大揽、有头无
尾的“承诺白条”。客观看，有些承诺没完全落
实，原因是多方面的，板子不能全打在政府部门
身上。例如，客观看，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
PM2.5 等污染物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作为老百姓的看家人，就要有敢担当的责任
感。说了的就要全力去做，承诺落实有瑕疵，要
跟公众解释清楚，赢得大家的理解与支持，重新
整装再出发。

与之相反，面对公众质疑，当鸵鸟躲猫猫，置
之不理，则会失信于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
公开、结果公开。依法公开，这也是对政府是否诚
实守信的有效监督。

无信则不立。政府权力来自人民、源自法
授。既要夙夜在公努力兑现承诺，又要做到对民
坦诚真诚，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和必行
之举。 （徐扬）

法治政府当一诺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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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览

防渗漏问题不仅关系到群众生活，
也关系到方方面面，不可小视，不能马
虎，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对
此，只有及时行动、多措并举，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

近日，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
房屋建筑工程项目进行了建筑防水抽
查，对18家存在不按图纸施工、违反基
建程序、违反工程分包、项目管理人员
到岗率低等问题的企业进行了通报批
评，并要求出现问题的企业停工整改，
限期改正。（10月28日《海南日报》）

这是省住建厅针对我省房屋漏水
严重的现实状况，对在建项目进行的一
次主动“亮剑”。这一举措，针对了群众
普遍关心的漏水渗水问题，回应了群众
关切，对在建项目规范处理建筑防水问
题、提高防水标准，将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海南是台风和暴雨多发省份。从横
向上看，我省与一些内地省份相比，房屋
防渗漏的任务更大、难度更大。从纵向
上看，我省今年的台风和暴雨次数多、强
度大、持续时间长。在台风和暴雨面前，
我省很多建筑物没有经受住考验，普遍
出现了漏水问题。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和
省建筑防水协会的调查都显示，海南房
屋漏水比例高达 70%，问题颇为严重。
对不少居民来说，只要听到暴雨预报，就
要留守家中，“备战抗洪”。这足以说明，
房屋渗漏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不
得不着手想办法解决的时候了。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找到症结。

一些建筑项目不按标准设计、施工、监理
是一方面，需要通过加强检查和监督来
解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建筑项
目在检查验收的时候存在失之过软、失
之过宽的问题，对像防渗漏这样的一些
非主体建筑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严格较真。更重要的是，从媒体报
道的情况来看，我省还缺乏针对实际、操
作性强的地方防渗漏标准。

在检查监督方面，省住建部门已主
动作为，各地住建部门也应有针对性地
进行检查、督促，该曝光的要曝光，该停
工整改的要停工整改。在项目检查验收
时，各地要严格对照标准进行，对防渗漏

方面未达标的，该整修的要整修，该返工
处理的要返工处理。已经投入使用的建
筑项目中如果存在渗漏严重、影响正常
使用的，要找出责任方，拿出解决方案。
最重要的是，对标准不细、针对性不强等
问题，相关部门应针对海南实情，充分听
取各方意见，并参照其他沿海地区的做
法，提出相关立法建议并积极促成地方
立法，力求做到有法可依。

防渗漏问题不仅关系到群众日常
生活，也关系到方方面面，不可小视，不
能马虎，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关
注。对此，只有及时行动、多措并举，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

解决房屋渗漏问题需要多措并举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将于30日至
31日在海南召开，这是腾讯首次在北上广
以外的地方召开大会，也是首次把该大会
升格到全球范围。作为昔日“网络大省”的
海南,意欲借船出海，打造互联网产业桥头
堡，不仅在组织保障方面给予大会全面保
障，市场招商、产业软硬环境打造等等也正
紧锣密鼓的推进，腾讯大会海南备战就绪，
整装待发。

7月28日，海南生态软件园决定建设
1.6万平方米的腾讯创业基地；8月28日省
商务厅王克强副厅长、省工信厅陈万馨副厅
长率队赴深圳与腾讯公司举行工作推进会；
9月3日，省政府李国梁副省长会见腾讯开
放平台团队一行、举行座谈会，并带队成立
大会组委会；9月18日，澄迈县委书记杨思
涛、县长吉兆民带领相关职能部门到园区现
场办公，协调解决建设中的相关问题；10月
30号，海南生态软件园腾讯创业基地将正
式投入使用……面对将在10月30日召开
的腾讯全球伙伴大会，海南省各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海南生态软件园全体员工不分昼
夜，抢抓工期，推进各方面工作，这个自然生
态、人文生态、产业生态日益呈现的园区将
代表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新高度亮相腾讯

大会，并与腾讯开展系列密切合作。

新高度
海南腾讯创业基地10月30日亮相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的大事记中，10月
30日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7月28日，公
司董事会同意建设腾讯创业基地决议通过
后，海南生态软件园开始着手规划。从规
划设计到主体施工及装修，仅仅三个月的
时间，1.6万平方米的腾讯创业基地便可交
付使用。

在一期组团中，每年吸引创新创业团
队将不低于5000人，每年培训创新创业人
才将超过10000人。

同步建设的还有6300平米的综合展
示体验中心，其中包括园区沙盘、企业形
象展示区、园区规划蓝图展示区、“微城
市·从心生活”体验区等。其中展示中心
从开始施工建设到主体建成只用了2个
月的时间。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地备战后，海南生
态软件园已经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
互联网产业集群载体，将打造中国互联网
产业创新孵化示范区、应用服务示范区和

高端人才汇聚区，成为海南经济一个新的
增长极。

新机遇
“海南招募”打造互联网产业集群

“一个完善的产业生态圈，是海南生态
软件园能提供给入驻企业的‘养分’。”海南
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淳
至透露，为吸引优质企业，推动海南互联网
产业发展，海南生态软件园-腾讯创业基
地（海南）启动招募。“我们招募100家互联
网企业免费创业，孵化半年后前10名分享
1000万元创业红包，孵化一年后优胜者获
得成长基金支持，真正开启互联网创业免
费时代！”杨淳至介绍，这100家免费创业
企业既有办公室和住房免租，又有培训补
贴，提供人才定制服务，经孵化后还有可能
获得100万创业红包，甚至500-1000万
元/家的创业投资基金。

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市场热捧。
截至10月25日，海南生态软件北方市场
中心与创业服务机构车库咖啡、飞马旅、
3W咖啡、36氪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并成
功组织策划了车库咖啡海南创业路演活

动，创下单日招募4家企业的好成绩。与
此同时，位于深圳的园区南方市场中心招
募成效同样明显，多家企业明确入园意向，
企业集体入园时有出现。

“入园企业，将来不仅能享受一系列人
才引进优惠政策和‘500万元以内不用任
何抵押即签字贷款’的融资便利，还能共享
园区人才、技术、市场等园区产业平台服
务”。杨淳至表示，这种产业生态圈的探索
实践，将利于转变海南吸引企业而留不住
企业的现状，为海南互联网产业培育真正
的中坚力量。

新平台
微城市，从心生活

告别拥挤的交通、灰蒙蒙的城市、封闭
的办公大厦，在公园里工作，在生活中创
新，这是目前互联网行业人才最为期待的
工作方式。

杨淳至分析，基于互联网行业不受时
空限制的特征，未来办公、生活与休闲更趋
向融合，而且随着众多“大城市病”的凸显，
人们对良好居住环境的意识也正在提高。
从人的需求出发，提出“微城市·从心生活”

理念，15分钟步行距离实现事业、生活、健
康平衡新主张。

为吸引人才，更为留住人才，海南生
态软件园高度重视园区的生活配套服务
设施建设，园区把海南环境发挥到极致，
着力打造办公、住宅配套、休闲商业配套
三大系统。

据了解，目前，园区建有餐厅、运动公
园（包括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室内健
身馆）、园区游泳池等服务设施。海南第一
家体验式商业中心，7万平米的美仑“第三
时间商业街”将于年底前全面开放。目前
已有万达影城、汉堡王、印度尼泊尔菜、龙
虾阁等近20家知名品牌签约入驻。

此外，五星级酒店——海南蓝海御华
大饭店正在抓紧建设，建成后将提供企业
住宿、餐饮、会议等商务服务。

手记：
海南生态软件园的“二次创业”

满眼翠绿将一栋栋现代建筑的办公楼
串联起来；景观小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周
围；咖啡厅和游泳池、商业街、高尔夫球果
岭应有尽有……这不是传说中的谷歌办公

室，而是海南生态软件园。
10 月 26 日，海南多家媒体走进这个

如同公园般的园区，绿树成荫，移步换景，
从即将付使用的腾讯创业基地到展示中
心的园区规划蓝图展示区以及“微城市·
从心生活”体验区，大家纷纷感慨，多么优
美的园区。

随着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看到飘泼
大雨中仍然穿着雨衣攀爬在外墙赶进度的
工人；看到了因为连续的大雨延迟了施工
进度，而在工地伤心痛哭的工程部员工。

“工程部邓先忠连续多日通宵达旦盯在施
工一线，凌晨家人来叫他回家仍不离开，家
人只好陪他一起盯在现场。”“‘冒雨施工，
熬夜加班’，‘5加2’、‘白加黑’就是我们这
几个月的状态！”企业文化中心主管陈金梅
谈及同事们感人事迹，顿时泪满眼眶，令在
场的每位记者深深动容。

这个执行力超强，把实干、创新、创业
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团队让海南生态软
件园一次次创造奇迹。如5年前从一片荒
地中迅速崛起成为海南最具活力和成长潜
力的园区，又如今天备战腾讯合作，引入这
个行业龙头，实现园区的“二五”目标。

(谌墨撰稿)

备战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海南准备就绪！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