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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三亚市天涯区今年共
建设免费公共停车场 15 个，车位共计
2705 个。南海网就此开展的在线调查
中，接近90%的网友投票认为，城市应该
有免费停车位。

飞速进入汽车时代的我们，既享受
着“四个轮子”带来的便利，也承受着随
之而来的烦恼，停车难便是其中之一。
从最早时“随便停，不收费”到“挑免费
停车场停”，再到“到处都收费”，直到现
在的“愿意交钱也找不到停车位”，这一
过程在海口、三亚仅用了不足 10 年时
间。在汽车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
停车位成为了一种公共资源。种种停
车难现象的出现，是公共服务缺位的尴
尬。三亚市天涯区能在寸土寸金的市
区开辟免费停车场，是政府积极提供公
共服务的举措，难能而可贵，无形之中
还提高了三亚以至海南的美誉度，值得

为其喝彩。
天涯区兴建停车场本已是好事，而

免费使用又为其注入了更多含金量。我
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就明
文规定，在保证交通畅通，不影响社会治
安环境的条件下，鼓励设置临时性免费
停车场所，鼓励社会公益性场所提供免
费停车服务。从政府财政来源上讲，公
共停车场、卫生间等设施，都是使用纳税
人的钱兴建的，从“广义所有权”的角度
来看，是属于全体纳税人的，理应免费向
公众开放，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

免费的公共停车场，也会给全国各
地自驾游海南的游客一份小小的惊喜与

感动，提升他们对海南的整体印象。天
涯区如此做法，让渡了一点收费收入，却
换来了好口碑这样的无形资产，达到了
多方共赢。同时，免掉了费用，也斩断了
灰色利益链条。一些地方曝出的案例表
明，不少停车场监督管理混乱，巨额停车
费没有收归财政，甚至被个别人中饱私
囊。而如天涯区这样的免费停车场，在
这个环节应无此之虞。

除了解决停车问题，车位的供给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其原因
就在于，原本需要占道停车的车辆可以
进入停车场，而空出了占道车位，省出了
道路资源，自然也就有利于缓解拥堵现

象。由是观之，天涯区提供免费车位如
同一把金钥匙，能解开一系列与停车有
关的困扰。

当然，免费停车场免掉了费用，却不
能免掉管理和服务。停车场布局是否合
理，卫生、安全是否到位，如何避免“僵尸
车”等浪费公共资源，这些有赖于管理者
开动脑筋，在前端做到政策制定科学化
与规划管理精细化。另外不能不提的
是，若未来部分路段拥堵极为严重，在附
近提供免费停车位可能反而加剧拥堵，
因为这无异于鼓励人们驾车前往。这一
点，自然需要管理者进行更加合理的布
局调配。

免费车位重在做好公共服务

据新华社报道，河北民间环保组织
“法树信息咨询中心”向该省43个县级
环保部门申请公开相关排污信息后，仅
5个县针对申请进行了相关内容公开，
有23个县对申请内容置之不理。近
日，这家环保组织将未公开信息的武邑
县环保局告上法庭。这也是被称为“史
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后河北省首
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诉讼案件。

向环保部门申请公开环境信息于
法有据，环保部门理应据实公开。即便
存在不能公开的理由，也应该及时回

复，说明原因。对环保信息公开的申
请，竟有一半以上的环保部门置之不
理，可谓“官气”十足，已经违背了法定
程序，侵犯了公众知情权。法院受理这
起案件，符合法律规定，彰显了法治精
神。这正是：

信息公开有法依，
面对申请竟躲避。
排污本是民生事，
依法断案治官气。

（文/陈实 图/吴之如）

1月19日网上曝出几张照片：陕西汉
中市环保局内，空气监测设备被洒水车喷
水。市民质疑，喷水影响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是弄虚作假。汉中市环保局对此回应
称是工作人员擅自冲洗监测设备。

且不说喷水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
的自摆乌龙，事实上都不会给监测数据
带来大的影响。空气质量监测与评价
是区域布点、动态数据采集的综合体
系，一个短时间点的“净化”，无法左右
整体监测结果。

至于有网友质疑，因为汉中连日来
污染严重，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监
测结果，从而给外界造成“汉中空气质
量好转”的印象。坦率来说，监测结果
不过是组数据，“用数据说话”证明质量

好转，公布个假数据就行了，用不着在
监测点上动手脚，画蛇添足。

应该说，给空气监测设备喷水不过
是相当偶然的事件，但它提供了公众了
解环境监测的一个切口。显然，这背后
恰恰折射出环境监测透明度某种程度
的缺失，环境监测游离在公众的视野之
外，监测的数据成了行业部门的“口袋
数字”，甚至是秘密，无法公开。

环境状态与民生利益切身相关而
被广泛关注，环境与发展所形成的矛盾
张力，也使得各地政府面临着不小的压
力。一些地方屈于压力，习惯于对污染
的状况遮遮掩掩，限制公众对环境的知
情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环境
监测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每个个体理性

判断环境优劣的数据曲线，反而透支了
社会的信任。

“喷水监测”也反映出环保政务公
开方面不小差距。透明是公信的生命
力，尤其是环境保护是切实的民生，透
明不仅有助于满足社会的知情权，获取
社会的理解，消除误解与猜疑，更有助
于全社会正视环境保护的严峻态势，引
导和调动参与环保的积极性。推进环
保政务公开，环境监测也是一个重要的
切入点，推动监测科学的普及和监测数
据的全面、及时公开，并引入公众参
与。当然，真正化解环境监测的公信危
机，还是要转变治理理念，按照法治政
府的要求，增强政务公开透明的法定
性。 （木须虫）

公众需要环境知情权

据报道，随着市场的细化和多元化，所谓儿童
专用食品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花费在“儿
童专用”上的费用远远高于普通成人食品。

儿童与成人在生理上有很大的区别，对食品
的质量要求也差距明显，很多食品对成人或许没
有害处，但对儿童却可能形成损害。在成熟的市
场体系下，不仅儿童食品会更加细化和多元，其他
如老人、孕妇食品也会同样如此。

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儿童专用”食品多已
成为忽悠的道具，很多食品有“儿童”之名却无“专
用”之实，大多数的“儿童食品”都是营销噱头，除
了靠此获得家长的重视和青睐，却没有根据儿童
特点，进行有效的营养配备，更没有根据儿童的生
理状况而设计生产，其中很多产品在营养成分上
还不及成人食品，甚至加了一些没有什么益处的
添加剂，对儿童的身体无利反倒有害。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国内目前还没有出台针
对3岁以上儿童食品的相关标准，所谓的儿童标
准其实就是成人标准。没有标准自然也就没有参
照，也给商家的营销忽悠创造了条件。相反在很
多国家，儿童食品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并细化到每
个年龄阶段。其食品的营养成分、添加成分、配比
用量和包装标识，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厂家必须依
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生产和宣传。通过标准的细
化，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细分的市场体系。

与之相比，国内在食品分级和市场专业化、细
分化方面，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对儿童等未成年
人的保护，还存在较大的识知误区。“儿童专用”食
品的“市场繁荣”，一定程度上是虚假宣传和商业
炒作的假象，市场的补位背后，也是公共管理缺位
的生动写照。

市场的细分化，离不开管理的精细化。解决
“儿童专用”食品多忽悠的乱象，离不开公共管理
的及时补位。当务之急，就是要从规范市场、保护
儿童的高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儿童专用”食品的
标准，让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都有可以参照
的依据，并为食品的细分化和专业化，打下坚实的
基础。 （堂吉伟德）

别让“儿童专用”
食品继续忽悠

@法制日报：姚贝娜病逝，关于媒体
伦理的舆论大战也已焦灼。媒体究竟该
如何报道？答案便是：恪守职业伦理及社
会道德。个中真相当事者最清楚不过，若
侵犯了当事人权利终究不能逃过法律制
裁，若一切程序皆无问题，媒体或公众还
请保持理性，别做网络不良情绪的推手。

@人民日报：老人岁数大、经历多，
先不说为社会做个榜样、立个标杆这样

“高大上”的话，至少也该遵守社会公
德。然而，插队被拒，一言不合，竟扬手
殴打医生，这种行为，如何能赢得大家
的尊敬？弥合医患关系鸿沟，又谈何说
起？请谨记，唯有先敬人，才能被人敬！

@人民日报：养老金并轨，公务员
一下要拿出工资的12%，收入减少自不
待说。且现行工资标准多年未曾调整，
远落后于通胀速度。既让马儿跑，又让
马儿不吃草，如何现实？并轨之后，工
资调整势所必然。但光调不行，更得透
明。开启“无影灯”，照亮灰色收入，才

能回应质疑。
@人民网：太原市长耿彦波说，为

太原“去年 GDP 增长 3%左右”感到“羞
愧”。有人说，现在不是不唯GDP排名
论英雄了吗？没错。但，这决不等于不
要GDP了。增速的底线，就是民生的底
线。离开一定的GDP增速，收入增长与
民生改善，压根无从谈起。 （袁辑）

因为于艳茹论文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北大决
定撤销其博士学位。可是这个处理结果并未得到
舆论一致点赞。最早举报于艳茹抄袭的人大陈力
丹教授回应说，对于艳茹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

“大偷”不受处罚，“小偷”却被逼到死地，结果有失
公平、公正。 ——中国青年报

时事图说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司对被执行人琼海市华侨住宅开发建设公司
以下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琼海市嘉积镇华侨新村路（现名富侨路）5号，
建筑面积：604.3平方米，土地面积：283.8平方米；参考价为人民币
169.02万元，竞买保证金：9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
卖时间：2015年2月9日上午10：0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
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2月5日
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2月5日11：00前到账
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6、缴
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
第60号竞买保证金。7、情况说明：1、该标的未办理土地证、土地使用
权类型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该土地未缴纳相应的土地出让金，须在
拍卖后由买受人按不低于评估价格的实际成交价格40%缴纳土地出
让金（补交土地出让金的具体数额由政府主管部门确认）。2、该房地
产为一幢二层混合结构房屋，于 1990年建成，房屋整体维护保养较
差。3、买受人持裁定自行办理过户手续，土地及房屋过户所缴纳的
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房屋在拍卖成交后六个月内移交。拍卖机
构电话：13519842717 0898-68598868传真：0898-68539913。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5301058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诚征项目策划及招商运营合作单位
海南农垦商业中心由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项目

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57号，总用地面积61.09亩，总建筑面积约22
万平方米，拟建设大型的城市商业综合体。现拟对项目前期全案营
销策划及招商运营诚征合作伙伴。一、项目简介：本项目业态包含
两栋写字楼（分别为22、24层）、商业步行街和电影院（地上1~4、5
层）、超市及停车楼（地下三层）等。其中写字楼面积64060.48平米，
商业运营面积63466.33平米，建设周期约二年。二、合作服务内容
及条件要求：1、合作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项目整体整合推广
方案，含案名、前期策划及推广、营销、价格方案；招商整体布局运营
方案等。2、合作单位条件要求：1).有跟国际或国内知名地产公司合
作的经验；2).有与央企或国企合作经验，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口碑和
信誉；3).在海南本土有成功运营或前期服务过的地产项目策划案
例；4).在海南运营时间三年以上或国内运营五年以上，员工数不低
于20人；5).有商业成功招商并运营的案例；6).有写字楼和商业楼盘
运营经验的优先。三、请有意向的单位派人携带有效证件及过往业
绩材料等，于2015年1月31日之前，到本公司房地产事业部报名洽
谈。四、本公告由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事业部负责解
释 。 五、联系人：张先生：0898- 68521184；唐小姐：0898-
68561965。六、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36层

关于选取海南省1500吨级维权执法专用
海监船项目建造及监理招标

代理公司的公告
海南省1500吨级维权执法专用海监船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总队现拟委托一家招标代理公司负责进
行该项目建造及监理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公司积极报名参加评
选。现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相关要求公告如下：一、在省
内依法注册资质为甲级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同时具备中央投资
项目招标代理乙级及以上资质。二、合法有效的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证明材料（需提供原件备查）。三、近三年成功的中央投资项目招标
案例（中标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需提供代理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及完税证明。四、具备船舶建造工程招标代理服务经验并须提
供相关业绩资料。五、为海南省1500吨级维权执法专用海监船项
目施工及监理招标制订招标方案，并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六、报名
和送交相关资料时间及期限：2015年1月21日至1月23日，共3天，
过时不再接受报名和送交资料。七、联系人：高翊君 电话：0898-
65201739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33号京航大厦1603室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

2015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