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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为确保海榆大道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

施工需要，将于2015年11月3日至2016年2月15

日对海榆大道（南渡江桥头至机场绕城高速）路段围

挡施工，途径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

通警察的指示通行，不便之处，尽量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绿地鸿翔置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10月27日

公告
为确保海榆大道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施

工需要，将于2015年11月3日至2016年1月30日

对灵桂路（灵桂大道K0+986.508～K1+819.985路

段）路段围挡施工，途径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

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通行，不便之处，尽量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绿地鸿翔置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10月27日

拍卖公告
受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委托，我三公司定于2015年

11月18日上午10:00时在海南省儋州市豪威麒麟大酒店二楼会
议室采取网络与现场同步的方式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

标的物：海南省儋州市梅榆西线公路129公里处南侧48253.2
平方米商住用地一宗。参考价：6258.5万元，保证金:350万。标的物
展示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6日止在标的物原址
展示。有意竞买者请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6日17:00时
止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保证金缴纳账户：高坪区人民法院，开
户行：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4767
0120 0000 01935。未成交者五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到海南
省儋州市豪威麒麟大酒店或我公司（南充市顺庆区镇泰路123号3
幢1层5号）办理竞买相关手续。

标的物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四川省拍卖行业协会
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外网查询了解详情。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举报电话：0817-2819321。有意竞买者，欢迎来电垂询。

咨询电话：18909070123 0817-2398688
四川南充天虹拍卖有限公司
南充浩天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新奥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8日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仅有的

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

院校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6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80名，

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 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地点为准。3.打印准考

证日期：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6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共
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口市海甸溪北岸中段项目（西溪里二）北区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大成置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海甸溪北岸中段项目（西

溪里二）北区”项目位于海甸二东路南侧。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
面积788.16平方米，现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
10月 28日至 11月 10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
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
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毛红杰。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0月28日

◀上接A01版
县畜牧局局长符永思说：“变废为宝，让废
水变肥水浇灌农田，促农增收。”废水变肥
水，沼液代替化肥，节约成本，增加了农民
的收入。今年屯昌一些槟榔园受到干旱影
响减产，但屯城镇加宝村王法权家里的180
亩槟榔园，受益于盈门猪场的粪污集中处理
技术项目，没有受到干旱的影响。王法权告
诉记者：“今年4月起，猪场的沼液免费给村
民浇灌槟榔树，槟榔园不用施肥、浇水，节省
大量肥料钱和人工成本。槟榔产量也随之
提高，去年产槟榔9.2万斤，今年增至12万
斤，估计将有近100万元的收入。”

科学治理畜禽粪污水，改变了农业发
展方式，带来生活新变化。

52户农民参加的屯城镇长坡村委会

温鹅村光地养猪专业合作社，办一家小规
模的养猪场，去年新建联户型沼气池，120
立方米发酵池埋入地下，建150立方米沼
液池2座，今年7月环保设施投产，消除了
畜禽粪污染。61岁的负责人王光地告诉
记者：“沼液灌溉周边五六百亩地，我在猪
场旁边种植鸡蛋花、步步高景观树、木棉树
等花木近2万株，都用沼液浇灌，节省了苗
木的肥料钱，还给村里43户农民免费提供
沼气，省电省煤气。”

大型畜禽养殖场从科学治理畜禽粪污
水中发现了新商机。

位于屯城加丁村的海南农垦佳牧养猪

公司是大型养猪场，投资600万元的环保设
备投产，沼液灌溉周边橡胶、槟榔6000多
亩，一年沼气发电30多万千瓦时、节省电费
20万元。“鲜猪粪打包给群众，没有经过发
酵处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我们正在兴建
800平方米厂房的有机肥厂，发酵、添加菌
种，生产成颗粒状的袋装肥，没有臭味，没有
污染。”总经理蔡国庆说，有机肥厂年产量
1000吨，直接效益30万元，可实现间接效
益200万元，带动100户农户增收。

目前有2家企业在筹建年产10万吨
有机肥厂，其中屯昌华农生物有机肥厂选
址已确定，即将动工。

生态养殖，建设美丽乡村

县农业局局长王恩策说：“屯昌按循环
利用要求，在种养业空间和产业内部实行
生态化布局，畜牧业推广生态养殖模式，从
根子上解决农村畜禽养殖污染，助推全县
域循环农业发展，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建设美丽乡村。”

积极推进农村生态养殖小区建设。屯
昌县将在全部畜禽规模养殖场升级改造的
基础上，结合城乡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和
养殖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民经营主体的培

育，对农村粗放养殖模式进行改造，全面推
行农村生态养殖小区建设。将按“五统一
分”模式，即统一规划土地、场地和建设模
式；统一按照无公害生产标准组织生产；统
一无污染排放；统一搞好技术、供电、供水
等服务；统一防疫；分户饲养，高起点、高标
准建设农村生态养殖小区。今年在每个乡
镇建设3-5个生态养殖小区示范点，明年
全县铺开。在“十三五”期间，将建设200个
农村生态养殖小区，科学管控养殖密度，发
展林下生态养殖，减少农村养殖污染。

逐步构建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屯昌按
照省农业厅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两减”“三
增”“三结合”的基本思路，加大推广有机
肥，加快有机肥厂建设，减施化肥，增施有
机肥，切实提高土壤地力。强化农业废弃

物回收利用，以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支持企
业参与瓜菜种植基地废旧农膜、农药包装
物等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加工再利
用。大力推进林下经济发展，积极推广“林
下养鸡”、“林下种植竹荪、益智”等林下循
环经济新模式。

据了解，屯昌县委、县政府将出台《屯
昌县关于全面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意
见》，编制《屯昌县“十三五”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规划》，全面推行种养结合模式，制定
符合循环农业要求的生态种植技术标准，
在全县集中连片的约30万亩土地逐步推
广，加快屯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促
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全县域的生
态循环农业。

（本报屯城10月27日电）

◀上接A01版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逐步完善建立了起
来。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现在处理一个
旅游投诉，从接到投诉至处置现场，不会超
过1个小时。

新通信技术、新平台，如今让三亚干部
从容应对各种旅游突发事件。微信工作群
打破层级门槛，减少沟通环节，原来需要一
级级呈文上报的投诉事件的处置，现在已
全面采取了高效处理模式。

立体监管和数字食安无处不在——

监管方式之变

海鲜排档、水果排档和旅游购物点是
三亚旅游易发、高发问题的领域。信息的
互联应用改变了这一传统症结。

三亚大东海海鲜一条街，琳琅满目的
海鲜池旁，一个个价格签上的二维码格外

醒目。
“现在这种龙虾的标价是380元/斤，

今天的最高限价是399元/斤。店里的价
格电子显示屏上会公布今天的政府最高
限价和店内的实时售价，消费者通过手
机扫码后也能知道这个公布的最高限价
是否属实。”三亚海鲜排档协会会长彭国
兴说，服务员用 IPAD为消费者点单后，
若店内海鲜价格高于最高限价，后方的
POS收银系统将会自动拒绝上交该消费
单。

多措并举，管住天价“大虾”，三亚不断
完善科技监管手段。

“为防止商家偷换海鲜品种标识价格
牌，三亚借用科技力量，实施海鲜标准信息
手机短信（微信）咨询举报系统。”三亚市有

关负责人透露，现在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
操作，就可自主查询识别海鲜品类是否和
自己所点的海鲜品类一样，并和当天的海
鲜排档海鲜品类指导价格进行比对，查询
商家是否诚信经营。

“以前我们是一人一店的监管。‘一店
一码’、‘一摊一码’等科技监管手段实施
后，工作人员在后方的系统就能直观了解
每单消费是否可能出现违规行为，并第一
时间派网格员前往调查。”三亚市工商局旅
游市场监管局局长蔡孝南说。

与此同时，三亚在全市重点海鲜排档
装有监控系统，称为“数字食安”。

扇贝“15元一份”变成“15元一个”！
10月20日，深夜通过专业软件舆情监测，
次日8时，三亚工商局随即联合旅游警察

支队进行调查，查实后当即给予涉事店铺
停业整顿处理，并责令退款给消费者。

三亚各级涉旅部门形成合力，旅游治
理快速反应机制已初步建成。

目前接到案件线索后，12301旅游调
度指挥中心立即响应，区一级应急处理小
组半小时内完成集结赶赴现场，能当场解
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在法定时
限内妥善处置，绝不推诿。

旅游重点领域线上系统重组——

服务方式之变

“请问三亚哪里海鲜不宰客？”扫描关
注“三亚12301”微信号后，游客吴先生在
线发问。很快，一条回复信息传至他的手

机上，“三亚春园海鲜城和万人火车头海鲜
广场可以考虑”。

旅游市场的管理不是只有“大棒”。三
亚围绕旅游市场开展的互联网服务广受关
注，越来越多人开始熟知三亚的旅游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称它为“心服务”。

在重塑三亚主城区诚信水果市场后，
近日，三亚又在主要景区景点开设了“水果
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打造安心消费环
境的新系统。

“游客在店内查看后，可关注‘水果岛’
微信，在线订购，我们保质保量快递到家。”
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线下事业部
总经理魏凡透露，目前已开设的两家水果
岛实体店消费者反映良好，每天在线接收
一两万元订单。

“结合在线旅游的特点，我们开通三亚
海鲜服务平台——海鲜网和三亚市海鲜排
档经营信息网。”林道旭透露，海鲜网设有

“海鲜攻略”、“海鲜百科”、“海鲜特惠”、“海
鲜论坛”、“海鲜指导价”、“诚信商家”、“服
务投诉”、“网友活动”以及搜索等多个栏
目，旨在引导市民游客放心消费。经营信
息网则实时公示海鲜排档信用等级状况和
奖惩记录，方便游客监督和选择消费。

服务理念逐步下沉，越来越多的商家
将诚信服务视作自己经营的“招牌”。

在三亚益龙海鲜，游客通过设在包厢
内的视频监控系统，可实时查看厨房和所
点海鲜的操作情况。“我们甩干水分卖海
鲜，不仅自身足斤足两卖海鲜，也积极引进
高科技全景动态为消费者构筑放心消费环
境，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益龙海鲜董事长
叶河清说。

“互联网+旅游治理”，信息与管理深
度合作，用科技为旅游插上新翅膀，三亚昂
首阔步前行！

（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

旅游治理中的“互联网+”探索

屯昌农业：变废为宝 循环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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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华

每每回忆投资湖南省长沙县干杉镇公益性公
墓建设，湘潭商人廖辉都会质疑当地政府的诚信与
法治环境。从2007年开始参与当地农村公墓建
设，廖辉与3个朋友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然而7
年后政策巨变，镇政府在没有对墓地资产进行清算
和交割的前提下，动用了几百人强制进行接管。市
县两级人民法院判决镇政府的行为违法，却没有责
令其撤销行政行为。（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既然称公益性墓地，就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据报道，湖南长沙市早在2006年就以红头文件形
式，一边确定“公益性墓地”，一边又允许基层乡镇
向外招商。既是招商，必然涉及投资收益，可见，
通过招商进来的廖辉，在与朋友投资2000多万元
开发建设的干杉镇公益性公墓，本身就是盈利性
质墓地。正是这种先天性植入盈利基因的所谓

“公益性公墓”，为此后利益争夺埋下了伏笔。
按说，既然当初廖辉建设公墓符合当地明文规

定，当地政府部门也完全可以依照规定责令其纠
正，用不着一下子“收归”自己。这不仅是在“掠夺”
别人的建设成果，更是政府公信的极度缺失。而且
这样“收回”规定，还同样出自当初明文规定允许甚
至鼓励民资建设公墓的部门，难怪让廖辉觉得是

“当初结婚的理由竟成离婚的借口”。另外，倘若为
了公益考虑政府将公墓收回，也可以理解。但事实
上当地基层政府在将公墓强制收回接管后，不但收
费状况依旧，且俨然成为政府经营的一项产业。争
夺公墓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场利益争夺。

值得一提的是，在收回公墓过程中，不但动用
警力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该由政府给予公墓的补
贴没有给，甚至经过两级法院判决其行政违法后，
该进行的赔偿依然还在“扯皮”。整个收回公墓的
过程，无不透露出当地政府利用公权力对民资项
目的“空手套白狼”。

事实上，据当地官员说，在收回经营的过程
中，具体怎么接管？合法的利润如何算？都没有
具体可操作的制度规范。显然，今天的收归国有
与当初引入民资一样，都没有经过严谨的科学谋
划，很有“拍脑袋”决策的嫌疑。严肃的政府决策
呈现出如此的“朝令夕改”，并且围绕部门利益而
动，显然不是当地政府应有的理性和科学所为。

争夺公益性墓
是为了谁的利益？

为创纪录浪费粮食太不值

据《京华时报》报道，《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对外发布后，中纪委推
出了条例背后的案例故事。贵州省黔东
南州原副州长、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在
单位喜欢“搞家长制、一言堂”，每次开
会，首先定调，先说自己的意见。随后有
不同意见者，都要被他“教育”一番，久而
久之，便再也没人敢提不同意见。

身为领导干部，本该广开言路，积
极听取不同意见，可该领导倒好，竟明
目张胆在单位搞“一言堂”。如此“家长
制”的工作作风几多独断专行，这本质
上是官僚主义的体现。将自己摆在高
高在上的位置，依靠手中的权力，根据

自己的喜好，左右会议进程。这种“官
老爷”习气危害甚大，背离了民主决策
的原则，更谈不上为民服务。杜绝“一
言堂”现象，就要制约和监督好“一把
手”的权力运行。领导干部身居要职更
应时刻反躬自省，牢记为民谋利的职
责。倘若执意独断专行，迟早都会受到
应有处罚。这正是：

“一言堂主”太嚣张，
依权独断没商量；
官僚习气危害大，
依法严惩正气扬。

（图/吴之如 文/张成林）

@人民网：不要被“火腿培根致癌”吓
坏了！不管是科学的数据还是世卫组织的
结论，都只是为公众提供权衡风险的事实
基础，不是告诉大家：这个有毒绝对“不能
吃”！公众大可不必被“火腿培根致癌”的
说法吓坏了。危害其实没那么大，吃还是
不吃，完全由消费者自己去判断、决定。

@中国青年报：快递实名制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在快递物流行业，将实
行寄运物品“先验视后封箱”、寄递物流

活动“实名登记”、邮件快件X光机安检
制度等，将被推动落实。消息发布后不
久，有人为物流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叫好，也有人担忧快递实名制会加剧
个人信息泄露。

@中国青年报：打击“不合理低价
游”要严查商业贿赂。为了禁止“不合理
低价”旅游团，国家旅游局可谓是绞尽脑
汁，规定对旅行社进行处罚，甚至将对旅
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进行处理。这些
方法当然都有合理性，但是我认为，打击
旅游中的商业贿赂，通过刑事打击来规

范旅游市场，恐怕会更有力度。
@人民日报：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

了。没错，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关，
但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资源，面对简历
只看“985”“211”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有
几个家长能把时间交给“无用”的玩？我
们都应勇于承认，正是所有人营造的社
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
人。 （张 辑）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26日表示，江
苏扬州举行的“最大份炒饭”挑战活动
由于存在浪费食物情况，挑战纪录被判
无效。被送至养殖场的炒饭，与近两年
反对粮食浪费兴起的“光盘行动”形成
强烈对比。这次以“纪录之名”造成的
巨大浪费，说明让节约粮食蔚然成风依
然任重道远。

扬州市旅游局26日证实，该局针对
“4吨扬州炒饭破纪录后装垃圾车”事件
进行核查后确认，总重量约 150 公斤的
炒饭被送至养殖场处理，其余的炒饭在

活动当天已经按原计划送到接收单
位。送到接收单位的炒饭作何处理，目
前不得而知。看来，“最大份炒饭”的挑
战纪录无效，但“一次浪费最多炒饭”的
纪录扬州妥妥拿下。

作秀可以有，但必须有底线。“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150公斤炒饭，按每人每天约消
耗七两主食计算，一家三口人能够吃上
5个月。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是社会共
识，“光盘行动”把这种倡导落实在一日
三餐的细节上。按需点菜、光盘为荣、
吃不完打包，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累计
节约的粮食却惊人。对待浪费食物的

做法，全世界有一致的态度，旨在鼓励
人们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吉尼斯世界
纪录也不例外。宣布因浪费食物挑战
纪录无效，无疑给举办方一个警示。

要宣传、推介扬州炒饭，完全可以
用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式。通过刷数据
式的炒作来制造影响力，即使成功，也
会很快被人遗忘。近些年，为了打造地
方名片，一些地方和组织挖空心思炒
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类似活动的
监管，探索建立更有针对性的监督机
制。各方更应认识到，“光盘行动”绝不
是一阵风，其倡导的节约光荣、浪费可
耻的理念应固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
则。 （陈尚营 欧甸丘）

■ 袁锋

近日，海南海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海之润商贸有限公司在网上
发布违法广告，被海口市工商局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各罚款
8000元。（10月27日《南国都市报》）

受处罚的两家公司在天猫网站上

发布的产品宣传内容，违反了有关广告
管理办法中禁止的“使用最新创造、最
新发明、纯天然制品、无副作用等绝对
化语言”等规定。不过更值得注意的
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可操作性大大
增强并大幅提高处罚额度的新《广告
法》已经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为监管
部门净化广告市场和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依据。

从新《广告法》、新《商标法》、新《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颁布施行，
到我省出台的“企业登记监管十八条”
等，都释放着明确信号：市场主体准入
门槛虽然降低了，但“宽进”之后还有

“严管”，诚实、守信、文明的营商环境和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并不会自动到来，
严监管、“零容忍”依然是实现这一切的
必由之路。

一段时间以来，我省通过一系列为
市场“松绑”的改革举措，既降低了门
槛、简化了手续，又激发了创业活力、放
宽了市场准入，切实让市场主体感受到
了便利，明显激发出了社会投资创业的
热情。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垄断市场、
价格操纵、虚假广告等伤害市场秩序和
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也在海南暗流
涌动。例如，饱受居民诟病的高菜价，
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市场的封
闭、垄断的格局，进岛菜价卖多少，“几
个私人老板拍板定”。类似这般的市场

垄断状况，对于海南一些物价的畸高情
形不无“贡献”。

严监管、“零容忍”，需要大力破除
市场垄断。除了对于公众利益、消费者
权益、公平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杀伤
性，垄断最大的杀伤性则来自于对创新
的扼杀。当政府用有形之手为市场去
除垄断后，也为创新培育了更好的土
壤。对于公众来说，反垄断的深入意味
着一些价格虚高的商品会被“打回原
形”。而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意味着更
多的市场机会。

严监管、“零容忍”，需要为创业创
新培育理想环境。对于创业者来说，更
公平的市场环境才是最好的改革红

利。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就
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打破桎梏藩篱，破解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均衡、创业者因
为身份不同而获得的机会不均衡等难
题，向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
以法治为前提的市场环境迈进。

严监管、“零容忍”，更需要创新体
制机制，充分运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平台，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黑名
单”、行业自律等社会共治手段，加大
对全省市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构
建经营主体诚信经营体系，强化大数
据监管，强化信用约束。如此，方能为
全社会营造诚信健康的营商环境和消
费环境。

市场“宽进”之后还需要“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