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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机制
每一名孕妇都归档管理

2014年12月13日，在琼中县人民
医院一间B超室里，一名孕妇准备做孕
检。护士对其身份进行登记后，在两名
医生的监督下，该孕妇进行了孕检。

“对于每一名孕检的孕妇都进行登
记，有利于对孕妇的跟踪服务。”医院的
医生说，根据琼中相关规定，对孕妇进
行B超检查过程中，至少要有两名医生
的配合下才能进行B超检查。

为了有效对孕妇进行跟踪管理，该
县建立了孕情全程跟踪服务机制，各乡
镇、农场对持证怀孕的育龄妇女，重点
是持二孩生育证怀孕的育龄妇女，逐人
建档并落实跟踪服务责任人，由村计生
员每月到户进行一次孕情随访并填写
《孕情全程跟踪服务表》，琼中县政府对
孕情准时报告的实行奖励制度。

近年来，琼中逐一建立和完善了超
声波诊断仪、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审批制度、终止妊娠药品登记制度、人
工终止妊娠手术管理制度、人工终止妊
娠手术统计报告制度，并有针对性地发
放给治理范围内所有对象，以制度促管
理，确保仪器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加大监管的同时，该县还加大打击
“两非”行为。2011年以来，琼中县共查
处4例“两非”案件。

立体宣传
群众明白“生男生女一个样”

“加大打击‘两非’行为只是治
标，不能治本，要治本唯有加大宣传，
让群众明白生男生女一个样。”琼中
计生委主任倪海燕说。

为转变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养儿防
老等传统观念，配合打击“两非”工作，
琼中通过立体方式进行宣传。琼中计
生委利用人口学校、乡村大舞台、新闻
媒体、微信公众平台、宣传栏等载体展
开宣传活动，宣传生殖健康、艾滋病知
识及计划生育、政府帮养老等。除了落
实全县基本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外，还
指导其他职能部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
工作，联合妇联开展关爱女孩活动，联
合教育部门开展2场大型青春期教育讲
座，组织团委志愿者入户发放计划生育
宣传品、优生优育宣传单。据统计，琼
中全年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活动30场，其
中20场为计生部门与其他县直职能部
门共同开展。

今天，笔者走进琼中长征镇高田
村，只见一块块计生宣传栏树立在村
口。“现在计生宣传很多，不出村都能知
道国家政策了。”村民王丽霞说，自从加
大宣传后，让大家都明白了“生男生女
一个样”。

据统计，2014年琼中各乡镇农场制
作大型计生宣传广告牌共计25块，在村
（居）委会书写固定标语1600多条，印发
宣传资料4.3万多份。

家庭受益
发展养殖业获扶持

近日，和平镇贝湾村村民胡大权再
次来到猪舍，给黑猪洗澡。近期，黑猪

收购价一直保持在8元/斤以上，这让他
品尝到养殖黑猪带来的快乐。光是去
年一年，就有50多头黑猪销售出去，净
赚1万多元，他说能有如此可观的收入
与计生委的帮扶分不开。

原来，去年胡大权扩大黑猪养殖数量
后，遇到了资金不足等难题。县计生委了
解到他是计划生育家庭后，及时拿出
5000元帮扶解决了他购买饲料的难题。

近年来，琼中对计生家庭帮扶力度
不断加大。该县民政局为113户计生困
难家庭申请并办理低保补助。人社局为
303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由政府按
每年100元的缴费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
险费，并记入个人账户。县民宗委利用
特色产业项目资金30万元帮助单亲母亲
发展种植粽叶，扶持吊罗山乡大力发展
小黄牛养殖和什运乡种植瓜菜和黎锦苗
绣等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金融机构
与妇联联合实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共计
1602.4万元，受益749户。

保险兜底
独生子女家庭有商业保险

“去年我大病一场，计生委为我
投的商业保险真是帮了我大忙。”近
日，湾岭镇上溪上村的王秀荣通过
电话激动地说，去年她不幸患有乳
腺癌，做完手术后，一家人正为医疗
费烦恼之时，县计生委及时联系保
险公司，从保险公司获得 1万元保险
报销。

王秀荣只生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女
家庭，去年，县计生委为她投了商业保
险。

为了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后顾之
忧，2014年投保数量为农村独生子女
户141人，金额20163元，农村纯女结
扎户341人，金额48763元，特扶对象
41人，金额为8200元。

随着琼中不断完善监管机制，打
击“两非”力度不断加大，立体宣传加
上系列帮扶措施的作用下，琼中人口
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性
别比降到了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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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女结扎户住上新屋
1月5日上午，马小连在自家新建的两层楼房里

忙着做家务，她说新屋的厨房宽敞、干净，是过去低
矮的旧房子不能比的。2013年11月，马小连一家
迁进新居，两层楼房共250平方米，看着新房，她心
里乐开了花。

马小连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路平村
人，她和她母亲都是纯女结扎户，她丈夫是上门女
婿，结婚以来，她们都与父母共同居住和生产生活。

在2013年建房时，她们得到了县人口计生委
“安居工程”的3万元扶助，“这3万元我们用来买门
和铝合金窗，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真是帮了大忙。”
马小连说。

从 2012 年开始，琼中县人口计生委转变传
统的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促进中部农民增收和琼中
山区实际，每年拿出 50万元作为计生家庭帮扶
专项资金，着力改善计生家庭的生产、生活条
件，让更多的计生家庭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从而引导和带动更多的群众自觉落实计划
生育。2013 年，琼中县人口计生委利用该项资
金的一部分作为“安居工程”的专项资金，用于
扶持补助居住条件困难的农村纯女结扎户家庭
重建、新建房屋。

2013年，琼中县共扶助5户纯女结扎户完成建
房，投入帮扶资金4.7万元，这5户纯女结扎户都来
自中平镇南茂村委会，2013年南茂村委会被评为村
民自治示范村。现如今的南茂村委会村民养儿防老
的生育观念得到了极大转变。

琼中助力
农村纯女户圆大学梦

“计生委的叔叔阿姨们，我的学费已经收到
了，感谢你们！”海南医学院大二的学生何冠瑾在
电话里感激地说道。这已经是何冠瑾第二年领
到了琼中人口计生委发放的5000元学费。

据了解，何冠瑾是琼中吊罗山乡的一名19岁
女孩，2013年考入了海南医学院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业。何冠瑾家有两姐妹，属于农村纯女户，家
庭收入比较低。琼中县人口计生委了解到这一
情况，立即资助了其 5000 元作为第一学年的学
费。

截至目前，琼中已发放被大专院校录取的1
名农村纯女结扎户子女和5名农村独生子女户奖
励金共计1.3万元。
（文/ 小林 宝光 黎大辉 朱德权 图/朱德权 摄）

健全监管机制，加大打击“两非”力度，系列帮扶措施温暖计生家庭

琼中“组合拳”促出生人口性别比持平
近年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通过健全监督机制，加大
打击“两非”力度，通过计生文
化黎苗村寨行活动，采取舞蹈、
歌曲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立
体宣传，让计生宣传深入人
心。与此同时，该县还出台系
列措施，加大对计生家庭的帮
扶力度，打出组合拳促出生人
口性别比持平。

2012年，全县出生2765个
婴儿，性别比 121：100（男女
比）；2013年，全县出生2480个
婴儿，性别比 116：100；2014
年，全县出生 2287 个婴儿，性
别比101：100。“经过几年的努
力，在系列措施的作用下，琼中
出生人口性别比终于回归正常
状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
县长韦求香说。

助学

琼中计生部门走进红毛镇什寒村宣传婚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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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实名登记并被不法分子利
用进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实施通讯信
息诈骗、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移动电话卡、无线上网卡，被称
作电话“黑卡”。据新华社报道，工信
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将于今年在
全国范围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电话“黑
卡”治理专项行动，并明确电信企业在
今年12月31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名
登记率达90%以上。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
半夜接到一个响一声即挂的陌生电话，
大白天接到一个自称是领导要求“明天
去其办公室”的陌生电话。响一声的电
话一回拨，要么是吸费电话直接抢钱，

要么是欺诈陷阱等着人跳。而“领导”
更会“步步惊心”地演出一部借钱大片。

电话黑卡不仅为诈骗分子提供了行
骗的温床，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经营秩
序，还践踏着百姓权益和诚信环境，同
时，也影响着运营商的公众形象。对这
些黑卡及时展开整治，不仅有利于修复
失灵的“市场之手”，也是“政府之手”该
出手时就出手的应有之义。这正是：

电话黑卡伸黑手，冒充领导与老友。
攀亲道故甜似蜜，聊罢寅卯聊子丑。
步步惊心布陷阱，彬彬有礼骗钱走。
防不胜防更要防，追本清除小九九。

（文/乐南 图/刘霞）

■ 郑彤

【受制于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伴
生的垃圾增量，垃圾处理工作在资金、场
地、技术等方面的“缺口”，以及一些市民
和游客文明行为的“短板”，在一些地方，
虽然处理垃圾的力度颇大，但却面临着
“处理的赶不上新增的快”式尴尬】

《海南省存量生活垃圾治理规划
（2014-2018年）》近日通过专家评审，《规
划》列出全省首批存量垃圾场143座。省
住建厅初步确定了治理方案，对存量垃
圾发起“清零”战。（1月6日《海南日报》）

繁华处干净整洁、优美有序，偏僻
地垃圾成堆，蚊蝇争飞，既非百姓所想
所愿，也非城乡发展所向。但是在全国
很多地方，存量垃圾场之乱象不仅直接

“导演”了垃圾围村、垃圾围城这样的
“视觉景观”，影响着市容村貌，添堵着
群众生活，更污染着环境质量，为公众
的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我省向存
量垃圾发起“清零”战，不仅有利于啃下

这块影响地域形象、滞碍地方发展、捅
漏公共安全的硬骨头，对于优化城乡人
居环境、提质社会经济发展“硬件”，也
有着“增速换挡”的积极意义。

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需要看
到，存量垃圾之痛并非海南个例，也非
近年才有，而是困扰众多省份城乡发展
的顽疾，住建部、发改委、环保部已于
2012年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存量生活垃
圾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存
量垃圾治理工作。而我省更在这一通
知下发之前，就启动了“海南文明环境
大行动”等系列行动，通过增设分类环
保垃圾桶、清理围城围村垃圾等举措，

为各市县“洗脸清尘、滋心润肺”，并收
获了广大居民和游客的点赞。但是，受
制于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伴生的垃
圾增量，垃圾处理工作在资金、场地、技
术等方面的“缺口”，以及一些居民和游
客文明行为的“短板”，在一些地方，虽
然处理垃圾的力度颇大，但却面临着

“处理的赶不上新增的快”“有垃圾站偏
要往路上扔”等尴尬。

为政犹沐，虽有弃发，必为之。无论
是治理存量垃圾还是增量垃圾，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事情。既需要我们善打攻坚
战，对那些亟需解决的存量垃圾及时清
零；还需要我们善打运动战，对每天都在

产生的新增垃圾安全“存盘”“杀毒、删
除”。同时，更需要我们有打持久战的准
备，通过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垃圾的
处理运营、调控生活垃圾处理费、垃圾分
类回收积分换礼等举措，拓宽城乡垃圾
的处理通道，引导公众厉行节约、减少垃
圾排放；鼓励公众做好垃圾源头分类等。

垃圾清零没有旁观者，爱护环境没
有局外人。要实现生活垃圾的“简易焚
烧、填埋—卫生填埋、焚烧发电—资源
再生、循环利用—构建循环经济社会”
的“国际范儿”，不仅需要公众在理念上
形成共识，更需要大家在细节行动上养
成共识。

存量垃圾“清零”需要共识共为
据媒体报道，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公车封存

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务交通补贴于上个月起开始
发放。按照车改“路线图”，地方车改大幕即将全
面开启。对于这项自上而下的“车轮上”的改革，
公众有期待也有担心。有关部门应以信息公开促
进公车改革透明，杜绝“闭门”改车。

公车改革意在有效节约党政机关经费，刹住
车轮上的歪风和腐败，重树政府廉洁形象。这项改
革必定触动部分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少数已经习惯
公车私用的干部。因此，有群众担心车改会遭遇阻
力；担心一些干部把车改当成变相福利，边拿补贴
边坐公车；担心公车拍卖中隐藏猫腻；担心地方在
落实中央车改政策时会变形走样，半途“熄火”。

群众的这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车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既
没公布公车数量、所属单位，也没公布车辆拍卖价
格和去向。谁主管、谁监督等关键问题至今仍没
有落实清楚，群众关心的“车去哪”“钱去哪”等问
题得不到解答。而车改信息不透明，就会导致监
管机制“失明”，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要让车改驶离内部操作的“暗箱”，信息公开
应成为常态。具体说来，应打破利益藩篱，明确主
管部门，按照规章制度和明确的时间表，定期发布
相关车改进度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还要建立车
辆资产评估、拍卖流程全程监控、车辆处置后续跟
踪等机制，防范公车拍卖异化为国有资产流失和
利益输送的新渠道，真正让公车改革在阳光下高
效开展。

我们要紧紧握住车改的“方向盘”，坚定改革
信心，以信息公开促进车改进程，接受社会监督，
让车改顶层设计真正落到实处。 (冯国栋 陈诺)

公车改革
不能“遮窗”

评论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袁锋

■ 袁锋

日前，省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服
务平台上线试运行。公众只需通过手
机微信即可获得“随时随地、触手可及”
的政务服务。另外，省交通公众出行信
息服务系统近日也已试运行。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公共
信息服务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职
责。两个信息服务平台的上线，都是我
省政务信息化的推进成果。在信息化
社会发展过程中，公众对政府公共信息

服务的需求日渐凸显。政府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效率对公众生活
产生着巨大影响，并在诸多领域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
和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建设，使政府公共
信息服务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省政府
门户网站连续8年在省级政府网站绩效
评估中位居全国前十名，就是对此做的
良好注脚。新一轮互联网技术大潮，使
得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审批、民生服务
等信息化服务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扩展，
海南别无选择，只能乘势而上，抢占先
机，构建政府信息服务升级版。

打开手机，很多导航软件都可以提
供丰富的路线、路况，甚至公交、购票、
租车信息。由此观之，商业应用在某种

程度上已对政府信息服务形成替代。
而政府信息服务就必须扬自己所长，发
挥政府信息权威、准确、全面等优势。
归根结底，政府信息服务的核心在于信
息公开、数据开放。这恐怕也是日前举
行的第七届海南省电子政务论坛以“共
享与应用”为主题的缘故吧。

在信息公开方面，要完成“从政府
视角到百姓视角”的转换，通过新一代
信息化手段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海南在
这一领域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在数
据开放方面，这是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的基础和前提，已有北京、上海、武汉
等地先后开展了旅游、教育、交通、医
疗、城管等数据开放工作。海南也需要
迎头赶上，让政府数据“走出深闺”，在
高水平上尽快服务于大众。

政府信息服务无止境
时
事
图
说

@人民日报：1月4日，沈阳千余出
租车罢工，其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
长期以来，出租车号被公司垄断，行业
发展畸形：车辆长期不增加；高额“份
子钱”一本万利，而司机处于绝对弱势
地位，“白天辛苦晚上累”；“打车全靠运
气”，出租车数量不多让市民打车难。

化解两难，有何难？放开出租车经营
权，实行零门槛。中央政府简政放权方
兴未艾，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的利益坚
冰，是时候融化了。

@人民日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新一年，你是否做好了启程的准备？
规划未来，是否感觉无从下手？做出一份
勇敢面对未来的计划，比今天站在哪里更
重要的，是下一步迈向何方！规划你的

2015，新一年，成就更好的自己！

@南都评论：社保缴费标准过高藏
隐忧。最近，各地公布的2015年社保缴
费标准都有所上升，大部分省市缴纳的
五险一金占个人工资总额的40%以上、
社保缴费标准高低，能反映一个国家的
综合经济实力，也直接决定未来社会养
老保险能力的高低。不过，如果缴费标
准过高，就会带来一些隐忧。 （袁辑）

十八大后，作风建设成效显著。然而，虽然门
难进、脸难看的少了，但踢皮球、事难办依然存在；

“及时查处、认真调查”表态多了，但“调查永远在
路上、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却不少。软钉子，不是
能力问题，而是思想作风问题。本质是对群众诉
求的漠视，对法定责任的怠慢。

——人民日报《评论员观察》

微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