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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不为伤民心

■ 龙敏飞

近日，某化妆品品牌因为一段仅15秒的广告
被舆论讨伐。这段广告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恨化
学”这句话，甚至直接用这五个大字占满屏幕。广
告本意或许是想强调自家品牌的“天然”，但广告
播出后就一直风波不断，近日，引起了《结构化学
基础》的作者、北大教授周公度的注意。有网友爆
料称，周公度递交声明要状告播出该广告的
CCTV-8。（10月22日新华社）

“我们恨化学”广告一出，便引发争议无数。一
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没有化妆品可以做到没有化
学成分，这涉嫌炒作与欺骗。即便是公众的生活，
也不可能离开化学。“我们恨化学”一般的营销广
告，是反科学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广告，并非出现
在大街上小贩们的吆喝，而是来自于国内比较知名
的媒体，这背后，便有太多值得拷问的地方。

这些年，类似于“我们恨化学”一般的雷人广告，
其实并不少见，比如湖北利川的“我靠重庆”，江西宜
春的“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更有一些无良地产商
拿“小三”、“情人”等当营销噱头……为何一些广告
可以如此无底线？就在于代价很低但获益却很高。

201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央宣传部等
12个部门印发《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发布审查规定》，
其中明确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履行法定的广告
审查义务，在广告发布前查验相关广告证明文件、核
实广告内容，确保广告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要求。”一些媒体的广告审核机制形同虚
设，就在于仍然存在“有钱就是娘”的意识，而忽略了
自身的社会责任。根据工商总局报告显示，近5年虚
假广告、虚假宣传和虚假表示案件占比呈上升趋势，
其中2013年查处虚假广告、虚假宣传和虚假表示案
件2.67万件。如此现实，难免让人发问：监管何在？

可喜的是，今年9月起施行的新《广告法》规定，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
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除了没收广告费用、
处以罚款外，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
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这是对虚
假广告、雷人广告亮剑的信号。要做到这些，一方
面，需要媒体机构加强责任意识，对广告严格审核；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需加强对广告的审核，一旦
发现突破底线的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唯有如
此，“我们恨化学”式的雷人广告才不会再度出现。

“我们恨化学”式广告
拷问监管责任

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 20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提出，年
底前将对被社会上诟病的“奇葩证明”拿
出解决办法，凡无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
和盖章环节应一律取消。这一政策导
向，不仅是对民意的顺应，也对相关部门
坚持法治思维、加快清理“奇葩证明”提
出了明确要求。

出国旅游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
老人领养老金需要证明自己“还活着”，
类似证明让办事群众颇感无奈。很多时
候，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经由政府部门通
过内部信息共享来解决，却偏偏要办事
群众自己去“跑断腿”。而且，有些“奇葩

证明”，常常找不到法律法规的硬性要
求，多是办事部门出于自己的方便或者
怕担责任而向办事群众提出的附加要
求。诸如此类的“奇葩证明”，既体现出
一些部门服务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也
与法治精神存在抵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行政机
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
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不得法外设
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
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
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群众所办之事，应该提交什么证明
材料，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为
图部门自己方便而增加办事群众的负
担。此次政策吹风会提出，凡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应一律取
消，正体现出对法治精神的遵循，也为加
快清理“奇葩证明”提出了明确要求。

取消于法无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关
乎群众信任和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依
照法律法规要求，加快梳理各类办事条件，
废除于法无据、群众反映强烈的证明要求，
不断简化群众办事条件，也是建设法治政
府、创新政府、服务政府的客观要求。

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清理“奇葩证
明”时不我待。加快涉及公共服务的户
籍、教育、就业、医疗等信息共享衔接，打
破“信息孤岛”，为清理“奇葩证明”打下
基础，只有不断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公共服务，才能不断赢得群众肯
定。 （郑昕 刘怀丕）

清理“奇葩证明”刻不容缓

贵州贵阳3万套保障房被曝一直闲
置，共涉及投资85.43亿元。老百姓有
房却迟迟住不进，记者就此采访贵阳市
住建局。谁知到了局长办公室内，在记
者说明来由后，该男子突然表示：你们搞
错了，我不是局长，我就是过来看工作图
的。但是记者在住建局网站上发现，这
位自称不是局长的人，正是局长刘朱。

3万套保障房，85.43亿元的投资，
天文数字的背后是多少百姓对安居乐
业的期盼。作为住建局局长，本该就住
房问题积极回应百姓期盼，可在记者的
采访下，该局长竟然连承认自己是局长
的勇气都没有，如此官员，又何谈责任

与担当？之所以不敢承认真实身份，就
在于对3万套保障房被闲置一事，该局
长难以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而躲避
问询往往欲盖弥彰，让人难免怀疑工程
背后的猫腻。对民生问题，不积极应对，
是渎职失职的表现，折射的是懒政思维，
是为官不为。这种不作为，伤的是百姓
的心，毁的是政府的形象。这正是：

身为局长不敢认，
为官不为伤民心；
百姓期盼躲不得，
责任担当须在身。

（图/王铎 文/张成林）

@人民日报：唤醒沉睡的公积金。
曾有调查称，多地公积金资金运用率，尚
不过半。这边“喊渴”，那边睡大觉。公
积金酣睡，背离制度设计初衷，也让有需
求的职工无可奈何。不断降低门槛，放
宽提取条件，与民意共振，激活公积金的
内涵价值，才能一举多赢。

@中国青年报：为广东降低异地高

考门槛叫好。广东从2016年起将全面放
开异地高考，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随迁
子女可在粤参加高考。无疑，报考门槛
的降低，将会使一大批随迁子女沐浴在
异地高考的阳光之下。作为外来人口大
省的广东能降低政策门槛，实属不易。
广东省能做到的，其他外来人口大省也
应该能做到；外来人口大省广东能做到
的，外来人口较少的省份更应该能做到。

@中国青年报：别让“文化遗产”变

成“文化遗憾”。走在苗寨的街上，可以
看到中国电信营业厅、夜市烧烤一条街
等原来并不属于这里的存在。苗族姑娘
细宝依说：“很多人问我，喜欢苗寨以前
的样子还是现在的样子？我想，对游客
来说，肯定喜欢原生态；但对我们当地村
民来说，经济好了肯定好。” （张 辑）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土环资出告字[2015]15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福祥路与环城南路交界处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竞
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海南省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
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海南省范围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
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
买者可到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文件》为本公
告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15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22日（以竞买保
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15年12月22日16：00
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12月22日17:
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2

月14日8:30。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2月24日15:30。挂牌地点：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八、其他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2、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
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00至11:30，下
午14：30至17：00）受理竞买申请报名及报价手续。本公告中所指时间均
为北京时间。4、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挂牌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5、本次出
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
担。6、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九、本次挂牌
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金小姐：0898-
68538965 李先生：0898-65303602；黄先生：0898-63822430；查询网
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
hnlmmarket.com；http://www.dagtj.com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1月23日

地块编号
定城镇CR2015-06-01

土地位置
定安县定城镇福祥路与环城南路交界处

用地面积(m2)
31964.95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20%

办公及服务用房用地率
≤7%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03

出让年限
50年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证券导报》社诚聘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证券导报》社急

需招聘采编人员若干名，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具有较高的

政策理论水平和新闻写作能力；
2、全日制大学本科新闻、中文、财经、金融等相关专业毕业；
3、品行端正，责任心、事业心强，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4、年龄35岁以下，身体健康。
5、相关工作2年以上者优先。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及应聘资料邮件发至邮箱：zqdb@ hndaily.

com.cn，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
三、录用程序
我社将按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综合考核程序择

优录取，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810871 18976220055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受农行委托定于2015年12月1日上午10时在我司按现状、净价拍
卖：琼文昌44018号和44068号渔船两艘。竞买保证金：1万元/艘。

标的展示时间：2015年11月26-27日。
有意者请于2015年11月30日下午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
上述标的的借款人、抵押担保人等自然人及其直系亲属，以及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农行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参与竞买。

电话：13707561158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
委托方监督电话：66150137 13876003383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更 正 公 告

海土资用字〔2015〕510号
海南东升老人院有限公司：

将2015年9月21日在海南日报刊登《关于解除土地出
让合同的公告》（海土资用字[2015]341号）中的“【海口市国
让（合）字[2015]54号】”更正为“【海口市国让（合）字[2010]
54号】”、“退还你公司土地出让金6407711.50元”更正为

“退还你公司土地出让金64077115.50元”。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19日

■ 袁锋

11月20日，一名在海口市海秀西路
路段走失的6岁女童被派出所和省救助
站救助，蹊跷的是，女童的母亲是故意将
孩子放在路边的，虽得知了孩子的下落，
却拒绝到救助站领回孩子，原因是其丈
夫有婚外情并长期离家不归。（11月22
日《南国都市报》）

根据我国法律，这名女童的父亲母
亲对她都有抚养义务，而且明知孩子的
下落还拒绝领回，可能触犯遗弃罪。社
会发展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未成年人
遭到遗弃、虐待、伤害以及因照看不周发
生意外乃至身亡的事件仍时有发生。11
月6日，一名4岁女童因父母疏于看管，
在海口金宇华丽花园小区坠楼身亡；11
月8日，又一名4岁女童从海口金华苑小
区 7 楼坠落身亡；10 月 29 日媒体报道，
海口一家违规办学培训班的老师多次殴
打7岁学生，被打学生甚至不敢告诉家
长……令人痛心与揪心的一幕幕一再上
演，孩子遭罪，家长含悲。悔恨、谴责，已
经于事无补。重要的是，认真吸取此类

事件的沉痛教训，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更好地保护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安全。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事后的追究、严
惩是必须的，但事前的预防更加必要和
有意义。一系列未成年人悲剧事件的
发生，折射出一些家庭、学校对于未成
年人保护的迟钝，反映了对未成年人自
我保护教育的缺位。面对孩子受到的
伤害，监护人也需要反思是否有自身监
护责任的缺失、自身的过错甚至违法的
可能。

一个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可以折
射出它的文明程度。孩子的监护人以及
学校，对于孩子的成长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当这两者的角色缺位、作用缺
失之时，社会以及公权力有必要及时补
位。社会的保护责任在于营造未成年人
保护的健康环境，达成对未成年人保护
的共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真正形成
关心、保护幼小的强大正能量。全社会
只有做到安全意识和保护措施上的“无
缝对接”，形成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强大“安全网”，才能保护好每一个如
花的生命。

让未成年人健康、快乐、安全地成
长，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强化每一
个成年人的责任，更需要个人、社会和
国家共同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社会各
方是否尽到社会责任，监护人是否履行

了自己的监护职责，学校教育是否起到
了实际效果，值得每一个人警醒。要防
患于未然，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极为重
要。监护人应该主动学习如何履行监
护义务和责任，提高监护能力。法制建
设应细化对未成年人监护责任的规定，
完善对监护责任缺失的司法处置，促使
监护人履行好责任。应强化对未成年
人自我保护的教育，让包括安全意识培
养和安全技能训练在内的安全教育，成
为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必修课程，帮助未
成年人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更
加有效地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如
此，方有望为祖国的未来撑起一片晴朗
的天空。

为未成年人成长撑起一片天

◀上接A01版
这一突破性的改革，在5年后的今天再

次得到肯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
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
公立医院同等待遇。

彼时，正谋求转型的海南第一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肿瘤医院项目兴趣浓
厚，审慎考量后，一脚趟进了这条“摸着石
头过的河”。董事长蒋会成立志要倾全集
团之力，投资22亿元，打造一座占地面积
156亩、开放床位1200张、年门诊量45万
人次、年收治病人2万例的国际一流肿瘤
专科医院。

可是，在医院门难进脸难看、运行效能
低下、医患矛盾加剧等等弊端饱受诟病的
当下，新生的省肿瘤医院如何才能打破桎
梏走向“一流”？唯有放开手脚，大胆突破，
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顶层设计，努力闯出
一个不一般的医院来——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
事会负责决策，院长负责经营管理，建立
高效的运行机制；采用行政无级别、全员
聘用制，摘掉医院的“乌纱帽”，丢掉医护
人员的“铁饭碗”，一切以为患者服务的效
果为考核标准，所有人能进能出，能上能
下，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激发团队的生
机与活力……

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在省卫计
委副主任周国民看来，“省肿瘤医院作为我
省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和医院管理体
制改革的新探索，步子超前，这是省肿瘤医
院的重要特色，也必将是一大优势。”

漂亮答卷 严实作风

当年近六旬的王铁林踏上海南岛，执
掌省肿瘤医院时，有点老骥伏枥的意味。

建医院不是一般的盖房子，它是一套
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位曾在国内主持建设
过多家医院的资深医院建设者，深知建医
院的繁重和难度，尤其是在一片茅草地上，
在一个基础条件不太好的地区，用二三年
的时间建一座高端医院，简直是不切实际
的幻想。

这不仅考验医院筹建团队的专业水
平，更是一次对项目各方干事创业作风的
集中检验。

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做
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院长王铁林下了决
心，一投集团下了决心，海南省和海口市各
有关部门下了决心。

2013年10月8日，省肿瘤医院正式开
工建设。从这天起，一场只争朝夕、大干苦
干的建设攻坚战打响了。

“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全扑在项目上，
没有节假日，不分昼夜，却没有一人叫苦叫
累。”医院理事会执行理事长林士泉感动地
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高标准、严
要求，精益求精。

为了严格监督工程质量，筹建团队的

每个人天天泡在工地，爬楼钻洞，把脚下的
鞋子耗成了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泥巴
鞋”；为了跟进工程建设，不拖延一点时间，
团队成员高强度连轴转，几乎每天都有人
病倒，可大多不待吊针打完就拔掉针头回
了工地。

今年9月，长期奔波劳累的王铁林突
觉胸部不适，但工程压力大，作为院长的他
分身乏术，硬挺了3天才住院检查，被诊断
为心肌梗塞，送到天津紧急动了手术。医
生批评家属：“再晚来一会儿，他就危险
了。”在医疗系统打拼数十年，王铁林岂能
不知心梗的厉害？可他更知道，海南的工
作到了关键时刻，那里需要他。

在天津疗养还不到一周，王铁林又出
现在省肿瘤医院的工地上。

人们知道，为了让医院在12月25日
正式运行，王院长拼了。

一切为了正式运行，建设方、院方、投
资方紧锣密鼓全力以赴！

离西海岸不远的长滨四街6号，穿着
各式制服的施工队伍穿梭往来，各种机械
声交错轰鸣。从主楼到裙楼，从10楼顶层
到底层，人们挥汗如雨，不舍昼夜，苦干实
干，激情演绎动人的奋进之歌。

医院理事会压到项目一线，高效研究
解决医院建设难题，会议由一个月一开，改
为一周一开。一投集团整合全集团资源，

为项目推进提供充足的人、财、物保障。
一切为了正式运行，省市党委政府和

有关部门倾力支持携手推动！
今年10月，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孙新阳来到医院调研，现场办公，解决医院
人事档案调动、落户和子女入学、各部门联
合验收等问题；

今年4月，副省长陆俊华赴项目工地
现场办公，直接过问、协调解决医院建设难
题；

省卫计委积极为医院行政审批项目等
开设绿色通道，为医院融资开具资产证明，
支持其向金融机构贷款，得到了海南省农
信社的大力支持；

省财政厅和海口市政府将医院列为
ppp项目首批试点单位，提供了贷款贴息；

……
正是有关各方务实高效、协力共进的

严实作风，正是那一股子敢于超越、争向一
流看齐的事业追求，才能战胜台风肆虐、大
水漫卷等等不利因素，才能攻坚克难啃下
建设中的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才能向省委
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漂亮的答卷。

人性关怀 精英云集

不少人好奇，一个尚未建成开业的肿
瘤医院，何以吸引来邵永孚和李铎这样的

医界翘楚？
邵永孚，中国医学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国内腹部肿瘤学科泰斗，是什么吸引他以
74岁高龄受邀出任省肿瘤医院业务副院
长，并决定将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海南？

而李铎，这位取得美国医师资格，在国
内和美国行医达28年，有过8000多例手
术经验的肿瘤学科新星，又是什么让他毅
然决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加入省
肿瘤医院？

他们的答案是一致的：新生的省肿瘤
医院足以与国内顶尖、国外一流的医院媲
美，“不仅体制机制活，硬件软件也让人心
动。”医院坚持高起点、高水平建设。从设
计开始，院方面向全球招标，在对美国、德
国、日本、英国等多家世界顶级建筑设计院
反复甄选后，最终敲定全美知名的美国坤
龙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方案，打造国际顶
级专科医院。在工程质量上，70多个施工
单位全部选用国内行业巨擘，把牢建设质
量关。

这里的设施十分人性化，将人文关怀
贯穿于设计建设全过程。中央垃圾回收系
统、气动物流传输系统、信息化建设、洁净
工程等很多“看不见的建设”，筹建团队都
严格要求，一切以最高标准实施——

为了给患者一个安静的就诊环境，医
院所有的门都安装特殊的气动闭门器，开

闭门时没有一点噪音。下水管道采用热熔
焊接工艺，所有接头被焊死，避免了水流跑
冒滴漏带来的噪音烦恼；

为了满足残疾人就诊需求，医院精心
设计，所有通道满足无障碍尺寸要求，保证
患者坐上轮椅能进出医院所有地方；

投入4亿多元配备的正电子体层扫描
机、磁共振仪、螺旋CT、直线加速器以及肿
瘤实验室检测仪器等各类先进的肿瘤诊
断、治疗设备共1400余台套，其中的大设
备全部从国外进口，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
可以完全满足诊断、治疗、康复等临床需
求，也能够为肿瘤科研提供广阔平台。这
样的装备，即使在发达省市也不多见。

这里更云集肿瘤学科的精英，在面向
国内外聘请的30多名学科带头人中，三分
之二有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或从医经验。与
医院建设同步，省肿瘤医院还选送近300
名医务人员赴天津市肿瘤医院培训一年，
全面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这支队伍渐渐声名远扬。医院尚未建
好，远在内蒙古、河北、黑龙江的一些“候
鸟”患者就向院方打听，“海南省肿瘤医院
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现在提前预约挂
号行不行？”

“我们将以患者为中心，以德立院，不
负众望，为海南乃至全国许多患者带来福
音。”蒋会成承诺。

笃定坚毅的航向，真抓实干的作风，一
步一个脚印的建设历程让人们看到——在
海南建一座国际一流的高端医院，这个曾
经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渐明朗。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

一座三甲医院的超常规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