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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第九届三亚国际车展注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记者孙婧）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第九届三
亚国际车展于6月14日圆满落幕。4
天时间，31家车商共售出车辆877台，
销售总额1.44亿元。其中宝马、一汽丰
田、东风本田、斯柯达等车商纷纷表示，
展会收获已超出预期目标，4天售出的
台数甚至好于旺季时3月份的成绩。

“恭喜来自三亚的林先生成功订购东
风日产轩逸轿车！”在东风日产展区，销售
经理王斌亲自担任唱单员，手里的话筒几
乎没有离手，每卖出一台车，他就现场宣布
并放出礼花庆祝。这一天他庆祝了50次，
卖出了近1000万元。展区内外地面也铺
满了彩纸礼花，“展会后两天的业绩更好，
我们推出了6.38万元的限量特价车优惠，
有两家租赁公司一下子就买走了18台。”

本次车展中，日系车量成为最大赢
家，从销售台数来看，前三名分别是东风
日产、一汽丰田和东风本田。其中，东风

日产共售出120台，达到销售预期；一汽
丰田售出85台，已经超出3月旺季60台
的销售量；东风本田售出82台，比其3
月参加车展的成绩多出14台。

车商普遍表示，本次车展成绩高于
预期。其中斯柯达参加3月旺季车展时
仅售13台，而此次淡季参展成绩是26
台，翻了一倍。宝马同样如此，“我们4天
卖出28台，顶得上在店面忙碌大半个月
的成绩。”三亚宝马4S店市场经理叶椿
告诉记者。

国产车中，长城汽车成绩相对显著，
共 售 出 24 台 ，其 中 ，19 台 为 哈 弗
H6Coupe。这是国内首款Coupe风格
的SUV汽车。

记者从车商的反馈中了解到，本次车
展热销车型为东风日产轩逸、一汽丰田卡
罗拉、东风本田CR-V、福特锐界、别克昂
科威、雪佛兰迈锐宝、东风风神AX7、长城
汽车哈弗H6 coupe、奔驰C和GLA等。

第九届三亚国际车展落幕

4天售车877台揽金1.44亿元

值班主任：程旺 主编：张成林 美编：石梁均综合海南新闻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小区为每家每户都安装了太阳能热
水器。”万宁兴隆石梅山庄80高龄的业主柴
美德提起她在海南的绿色生活，赞不绝口。

打造海南第一家全社区运用太阳能
的生态社区，只是石梅山庄建设绿色低碳
住宅小区的一个缩影，从“植被养护不用
一滴自来水”到“光热采集不漏一户太阳
能”，绿色环保理念处处都在小区中体现。

近日，中宣部办公厅、国家发改委
办公厅通报表扬了全国100个节俭养德
全民节约行动先进单位和100个先进个
人，其中，石梅山庄所属的海南嘉地置
业有限公司被评选为节俭养德全民节
约行动先进单位，这也是全国唯一获得
此项殊荣的房地产企业。

小区与自然和谐相融
石梅山庄地处著名的侨乡万宁市

兴隆旅游度假区内，是集山、海、湖、雨
林、温泉、溪谷、田园于一体的全资源雨
林度假生态社区。在规划设计中，嘉地
公司就因地制宜，严格按照绿色低碳住
宅小区标准进行设计。

记者看到，小区的停车场利用山体形
成的自然坡度，巧妙设计成半开放的生态
停车库，车库上方做园林绿化，下面停车，
有效提高了土地使用率，又增加了绿地面
积，最大限度减少植被和资源的破坏。

嘉地公司董事长朱岳海告诉记者，
项目建设用地中有很多几十年甚至上
百年的大树，为保护原有地形树种和环
境，设计之初该公司就用GPS对树木进

行精确定位，再进行房屋的规划及设
计，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做到建筑
物与周边植物相依相宜，浑然一体。

节能理念应用于细节
“植被养护不用一滴自来水”更是

小区一大骄傲。据了解，石梅山庄一方
面利用收集到的溪水、雨水养护绿色植
被。按照绿化年消耗17万多吨水计算，
则每年仅此一项节约50多万元；此外，
小区还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天然雨水收
集储存起来，形成两个面积超过3万多
平方米的喷泉景观。

省电方面，小区也是煞费苦心，小区
内道路绿色照明采取10米间隔1盏路灯
的标准，全部采用国家规定的节能灯、声
控开关等。仅在深夜11时后间隔亮灯的

做法，一期项目一年就可省电6800度。
作为海南第一家全社区太阳能运

用的生态社区，石梅山庄为每一栋住宅
楼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采取集中供
应热水方式供水，与每户采取分散使用
电热水器方式供水相比较，每户每年可
节省电费约1100多元，相当于每户业主
免交了5个月左右的物业管理费。

营造绿色社区文化
朱岳海给记者算了笔账，为了打造

绿色低碳住宅小区，在前期投入上肯定
要多一些成本，但小区的品质提升了，
购房者认可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万宁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
较大，不少小区饱受内涝之苦。但石梅
山庄选购了排水效率更高，更抗压耐用

的钢质格栅下水井盖，从未因降雨遭受
内涝，还提高了雨水收集利用率。

小区在物业管理上注意营造和谐
健康节俭的社区环境。公共食堂内，居
民和游客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小区咖
啡馆形成自主倒茶、自行投币、自行找
零的售卖模式，业主们还自发组织定期
到海边捡垃圾，开展环保行动……

近年来，石梅山庄还被中国房地产
协会评为“最佳生态养生住宅”、“中国
房地产最佳设计方案奖”，被中国环境
保护协会评为“中国最佳人居环境品牌
楼盘”；最近又被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授予第一批“海南省绿色低碳住宅小
区”，成为全省建筑节能项目的典范，也
奠定了在全省建筑节能方面排头兵的
地位。 （本报万城6月14日电）

万宁石梅山庄打造海南第一家全社区太阳能运用生态社区

善借自然资源 绿满幸福家园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蔡倩 通讯员林凤

玉）今天，为期三天的2015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
化节（海口会场）在海口明珠广场圆满落幕。本届
展销会现场销量可观，定安粽子订购热线电话不
断。截至14日下午5时，初步统计，展销会迎客近
万名，定安粽子现场销售量达43480个，三天销售
额达652200元，定安粽子总销售量已达600万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10家定安粽子授权企业展
台整齐地排放在明珠广场的一楼大厅门口。定安
粽子的广告牌显目地插放在展台中间。各企业的
营销手段略有不同，除了传统的宣传单、宣传折
页、宣传展板外，个别企业还出新招，惹人眼球。

“鸿基”品牌开通了公司微信平台，也有了淘
宝网专卖店；“现龙”品牌也开通了微信平台，成为
中国移动积分兑换定安粽子指定合作商，同时还
开设了“南海网微商城”、“淘宝旗舰商城”、“阳光
岛社区团购专区”三大网购中心；“香满楼”品牌除
了主打黑猪肉粽外，还推出“咸鸭蛋粽”、“排骨
粽”，也开通了“海岛乐”淘宝网店……

傍晚时分，定安粽子的展台前人流量逐渐增
多，前来品尝购买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外地游
客都采取了快递的方式将心意寄往家乡。现场还
随机开启新一轮的木转盘抽奖，一二三等奖及幸
运奖分别奖励定安粽子10个、6个、2个、1个。

定安县商务局负责人表示，此次通过海口展
销会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海南百姓乃
至全国各地群众更方便地近距离品尝到定安粽
子，更好地了解定安美食文化。

2015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海口会场）落幕

定安粽子三天销量
达4.3万个

微 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监测数据也造假时
事

图
说

来 论

■ 饶思锐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因种
种原因，农民丢荒，造成宝贵的土地资源
闲置浪费。我省西部某县去年组织了一
次调查，发现全县有三万亩耕地丢荒（含
单造田），其中有部分耕作条件非常好的
基本农田。（6月12日《海南日报》）

近年来，农田抛荒话题在全国范围
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各界有
识之士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各相关职
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曾几何时，村边绿
树、郭外青山，流水潺潺、荷叶尖尖，朝露
夕霞、袅袅炊烟，儿骑竹马、女戏青梅
……村在景中、人在画中，记忆里的乡村
是诗意的，是美好的，和睦的。而现实中
的一些乡村，则是荒芜的、凋敝的，伴随
土地抛荒的是工业文明的入侵，污染的
加剧、农民的断层、人口的外迁、农村的
衰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
活方式的转变，农村空心化愈演愈烈。
原本是因生活的无奈所迫，才会选择的
背井离乡，如今却演变成一股追求美好
生活的潮流，席卷全国。城镇化所带来

的，既有自然生态的失衡、环境的破坏，
也有农耕生态的割裂、乡土社会的瓦
解。随着美丽的流失，乡村逐渐成为了
回不去的故土。

土地将芜胡不归？“不归”的背后，是
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农民在土地上日复一日的耕作，却产出
微薄，收成看天气，收入看市场，“农民真
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真实的写
照。始终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农民，普遍
低学历、低收入、低保障，“跳出农门”自
然就成为了一个个家庭的梦想。然而，
城市生活虽美好，但若没有了乡村，没有
了农业，城市也将毫无生机。

让农民回归乡村、回归田园，并不
是要将农民世世代代禁锢在土地上，而

是要让他们活的有尊严、收入有保障、
体验无差别、出彩有机会，让他们不再
以农民身份为耻，不再将摆脱农民身份
看作是出人头地。当前农民断层，尤其
是年轻人不愿意务农，并不是单纯地怕
苦怕累，嫌收入低，而是缺乏存在感、安
全感、公平感、幸福感。只有着力打破
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甚至是优质服务均等化，让农
民不再成为便捷交通与优质的医疗、教
育、文化、通讯、网络等服务的“化外之
民”，不再被社会边缘化，而是公平地享
有人生出彩机会，农村才会更有魅力，
农业才会后继有人。

让农民回归乡村，还要寻找一种
精神内核，将离心力变成一种内在的

向心力。“少年辛苦事犁锄，刚厌青山
绕故居，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
人庐。”古诗《野人庐》描写的就是一个
村民的回归过程，现代版的乡愁就是
要寻找精神里的故里。正如苏轼笔下
所言：“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
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正是一种情
感的维系，让农民回归，尤其是让年轻
农民回归，就需要以情感为纽带，来维
系族群关系、家族认同、情感认同、价
值认同。只有对智慧的先民和足下富
庶的土地充满敬畏，对传统的村落文
化深刻认同，才能真心热爱自然、尊重
劳动、感恩先辈、注重交流，才能让农
村这片美丽土地重焕勃勃生机，成为
宜居的乐土、希望的原野。

田园将芜胡不归

中组部计划在“七一”前夕，表彰一批全国优
秀县委书记。时隔20年，中组部再次对这一干部
群体开展表彰活动，引人注目、意义非凡、值得期
待。

“郡县治，天下安。”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
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
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基础。如果说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
指挥部”，那么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其政
治素质、理论功底、治理能力不仅影响着一个县的
发展成败，更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是否巩固、事业
发展能否常青、与群众的血脉联系能否牢固。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不乏优
秀县委书记的代表。焦裕禄、谷文昌等作为榜样
和标杆，他们的事迹不断激励着后来者。新的时
代呼唤新的作为。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进程中，县委书记肩负的改革发展稳定的担
子更加繁重。越是这样，越是要拧紧思想的“总开
关”，经得起风浪考验；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地干
事创业，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
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真正成为带领人
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

但是也要看到，新形势新要求之下，仍有一些
县委书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问题：比如有的
缺乏学习精神和奋斗动力，困难挑战面前绕道走；
有的浑浑噩噩无所作为，主政多年仍然“涛声依
旧”；还有少部分人甚至无视党纪国法，大搞权钱
交易以致深陷囹圄。

见贤思齐。这次评选表彰活动，既是对优秀
县委书记开展工作取得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整个
县委书记干部群体的鼓舞，将通过先进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激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热情和
动力，进一步保持县委书记队伍的浩然正气、蓬勃
朝气和昂扬锐气。

“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
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
统，呼唤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
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闻名篇《人民呼唤焦裕
禄》中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声仍在耳边回响，这是时
代的呼声，也是人民的呼声。新时期，人民呼唤更
多优秀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当不负人民重托。

（张兴军 罗鑫）

人民呼唤更多
优秀县委书记

新华时评

将监测探头拔出、人为干扰采样
装置、将监测导线接入办公室随意篡
改数据……环保部6月12日披露了中
国水泥厂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对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这7起监
测数据造假事件的11名责任人被行
政拘留。

数据作了假，监测还有什么意义
呢。自以为绝顶聪明，弄虚作假也能糊
弄过去，这种公然的作弊，无疑是对环
境保护法规的肆意耍弄，对环境保护国

策的狂妄挑战。这些企业一再违规违
法，污染环境却心安理得，将环保责任
践踏殆尽，对这些弄虚作假者依法进行
严惩，法不容辞，广大百姓无不是翘首
以盼。这正是：

监测数据也造假，
敢把监督当傻瓜；
违规排污太放肆，
法律岂容遭践踏。

（图文/吴之如）

@人民日报：湖南衡阳两名小学生
中毒身亡，而投毒者年仅12岁，令人错
愕不已。案件背后有何隐情？几个孩
子的监护人是否尽到责任？该案尚在
调查，但值得深思：本是天真烂漫年纪，
何以懂得这残忍手段。真正呵护好未

成年人，社会该做的还有很多。
@法制网：贵州五天塌两楼：有关部

门上点心！14日6时左右，遵义一栋9层
居民楼局部垮塌，目前3人失联。这已是5
天来遵义“两连塌”了。前几次通报楼房
垮塌均提到“连日降雨影响”，但降雨决不
能成为借口。人命关天，有关部门需再上
心点才行。在此得提醒一句：南方暴雨还
将继续，千万别让悲剧再次发生！

@法制日报：法官呼吁：警惕“奇
葩”案增多挤占司法资源。立案登记制
的要求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但并
不是对立案不设门槛，照单全收。对有
些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奇葩”案件，
当事人不接受法院的释明，坚持要求立
案，无理缠诉、挤占有限司法资源的，法
院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裁定不予
受理。 （饶 辑）

■ 堂吉伟德

14日凌晨6时左右，遵义市红花岗
区一栋9层老旧居民楼发生局部垮塌，
目前已救出4人，具体伤亡情况正在核
实中。（6月14日《新华网》）

这是遵义一周内的第二次居民楼倒
塌，是贵州一月内第三次居民楼倒塌。人
在家中坐，祸从身边至。楼塌人亡的悲剧，
这些年来日益呈现高发之势，无数个案足
以说明老旧楼成了“隐身杀手”，然而，全国
层面的老旧危房的数量庞大得惊人。如专
家所言，目前建于1980、1990年代的楼房很
多都已进入了“质量报复周期”。

然而，楼一天天危险起来，整改措施
却慢如蜗牛，以至于“免于楼塌恐惧”还
只是一种奢求。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
经过多年的风险累积，楼的质量是每况
愈下，然而责任体系却始终不明。很多
老旧居民楼不仅难以找到责任主体，就
连当初的建设单位也消失无踪。如果说
时下的新楼盘还有“责任终身制”的话，
那么缺乏维修资金的老旧居民楼，无疑
于埋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更为严峻的形势在于，面对庞大的
维修和重建成本，公共责任者也出现了
畏难情绪。老旧危楼的改造和加固，究
竟由谁来主导和实施，这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若不能厘清真正的责任主
体，并由此建立普遍的共识，那么整治行
动就可能始终停留在纸面之上。

危楼之病难治，既需要智慧，但更需要
决心。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政府有责任、
有义务去发挥主导作用，扮演好“辨症”施
治的“医生”角色。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展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普查，对老旧楼无
遗漏地开展质量鉴定，并根据轻重缓急，分
类进行处理。总之，只有真正重视并付诸
于行动，楼塌人亡的悲剧才会得到遏制。

每起危楼倒塌的事件发生后，慢吞
吞的整改速度得到了提升，如奉化房屋
倒塌之后，全面性的整治行动得以迅速
开展，作风秒转之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体制优势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众
多事例说明，治理老旧楼房，纾解危楼困
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在历史的责任
无法厘清的情况下，到了重新明确责任
主体，并考验公共责任的时候了。

老楼之祸该“辨症”施治了

本报嘉积6月14日电（记者蔡倩）近日，海南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15年校园供需见面会，130多
家省内外企业在此求贤招聘。一个上午的时间，该院
2015届的1100余名毕业生基本被“抢购一空”。

“130多家企业来自珠三角、海口、三亚和琼
海等地，大多是信息科技、酒店房产等企业单位，
还有英利集团、深圳凯立德公司这样的知名企
业。”海软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介绍，此次供需
见面会由该院与琼海市就业局城校合作、联手举
办，在学校与社会上取得良好反响。

海软学院院长魏应彬介绍，学院近年来与多
个企业合作开展“订单班”人才培养，与50多家企
业建立校企联盟，培养了技术专业合格人才，让学
生就业更轻松。

城校企联合保障

海软学院千名学生
轻松就业

6月14日，第九届三亚国际车展圆满落幕，4天售车877台，销售成绩高于预期。图为市民在选车、购车。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