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14日 星期四A05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张成林评论

■■■■■ ■■■■■ ■■■■■

微 评

扫描二维码
关注“海南观察”
“码”上读懂海南

涛声涛声

新华时评

时
事

图
说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敛财方式花样多

深圳市法制办日前公布《深圳经济
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
规定现场施救者对伤病员实施善意、无
偿的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造成被
救护者民事损害的，其责任可予以免
除。深圳市法制办指出，此举是为了倡
导自救互救，使事发现场的“第一目击
者”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无后顾之忧。

没有谁会愿意面对急危重伤病人员
无动于衷。但近年来救人反被讹的新闻
偶有出现，让有的目击者不敢救人、不愿
救人。深圳拟通过地方立法规定善意、

无偿的紧急救护免责，让愿意做好事的
人敢于做好事，赢得网民点赞。

鼓励现场目击者积极施救，无疑将为
急危重伤病员带来更多生的希望。面对
突发事故或疾病，实施急救的最佳时间大
多是病发后5分钟至10分钟，在此期间及
时急救可使伤残、死亡率减至最低。不过
当下多数城市都面临院前医疗急救资源
配置总体严重不足、院前急救网络建设存
在盲区、交通拥堵等状况，使得医院救护
人员很难在急救“黄金时间”赶到现场开
展救治。因此，现场自发急救极为重要。

当给予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行为
以法律保护后，急救知识和急救水平就
成了急救成功与否的关键，普及提高急

救知识和技能就得紧紧跟上。据不完全
统计，发达国家和地区医疗的急救培训
普及率比较高，医疗急救培训使其医疗
意外所造成风险几率大大降低。而目前
国内的医疗急救培训普及尚在初级阶
段，成为制约院前急救成功率的瓶颈。

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继续增长、老龄化
趋势明显，各种突发事件、意外事故有可能
增加。有关部门应当注重组织、鼓励更多
的人员学习急救知识技能，提高普通市民
的急救水平。学校、商场等人群密集场所
单位、从事高危作业及易发生灾害事故的
企事业单位，也应当组织员工参加急救知
识培训。多管齐下，长期坚持，才能让愿意
救人的好人能成功地救人。 （欧甸丘）

让愿做好事的人敢做好事

据报道，江西萍乡是江西的腐败重
灾区。截留国家专项资金、打麻将“赚
钱”、虚开假发票……落马官员敛财方
式五花八门。原萍乡市安源区民政局
局长刘凌云常以公款报销个人购物和
消费的形式敛财，其中男友送给她一枚
钻戒，所花费的2万余元也被她开成3
张金额较小的联号发票，分成不同的月
份在本单位予以报销。

情侣间的礼物，无论是对送者还是
受者，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
在这位民政局局长看来，却是一个极好
的敛财机会，甚至不择手段在单位报
销。由此看来，贪腐官员为了敛财真是
无所不用其极，单位、国家的钱仿佛成

了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官员
贪腐似难除的毒瘤，如若置之不理，必
然肆意蔓延、愈演愈烈，腐烂党的肌体，
毒害百姓利益，损害政府形象。对此种
毒瘤必须以刮骨疗毒之气魄动真碰硬、
坚决剔除，要不断强化权力约束，完善
监督机制，不管“老虎”还是“苍蝇”，见
一个打一个，不给其留下任何生存空
间。这正是：

爱情钻戒也报销，
官员贪腐势太嚣；
倘不碰硬狠刮骨，
敛财跋扈毒难消。

（图/闵汝明 文/张成林）

■ 方桂琴

一幢六层高的大楼，底下五层近一半被“掏
空”，第六层有部分高悬空中，靠一面残恒断壁苦
苦支撑。这幢“奇葩”大楼紧邻美舍河，河边小道
上人来人往。周边居民觉得，头顶上方的这枚“定
时炸弹”很危险，盼有关部门能够尽快排除。（1月
13日《南国都市报》）

一栋楼房拆一半留一半，更奇葩的是，拆了底
下五层留了六楼，使其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楼
阁”，如果不是居民投诉、媒体曝光，还以为是相关
部门在展示高超的拆楼技术，又或者是大楼在展
示其建筑质量。无论如何这样的情况都难以令人
接受。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栋危楼立于闹市，
而且一立就是一年多。

这样的一栋危楼既有碍观瞻，影响城市形象，与
“双创”的要求格格不入，更会随时掉落水泥块甚至
坍塌，对往来行人的安全构成威胁，令人提心吊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理应早日拆除的危楼，何以一拖
一年多？原拆迁主体琼山区六大办解释称，是因为
场地限制无法作业，存在安全隐患等因素便搁浅；而
城管部门则称是因为抓大放小、先急后缓，当时忙着
建设红城湖路延长线，便把这事停下来了。

对此，笔者不禁想问，拆除存在安全隐患，不
拆除难道不存在安全隐患？既然拆除存在安全隐
患，为何事先未作考量贸然拆除一半？如果说事
有轻重缓急，那就更不具说服力了。留此安全隐
患便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天大急事，耽误不得，
所以工期再紧相关部门也不能忽视群众安危。更
何况，红城湖延长线已经通车近两年时间，危楼还
没有拆，相关部门又在干什么呢？所以，相关部门
再别以红城湖延长线工期紧为由头、做幌子了，这
不是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不要为如此纰漏开罪。

无论是相关部门交接出现失误忘了善后，一
忘一年多，还是因为慢作为没来得及拆，一拖拖一
年，责任主体都值得追查。媒体曝光后，相关部门
表态为消除安全隐患，一周内拆完。一周拆完和
一年多未拆，更加说明了此事不是不能为，而是根
本没有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没有把责任牢记心
中。希望相关部门在拆除隐患的同时，也真正把
对民负责的态度“立”起来！

奇葩大楼立闹市
谁之责？

@中国青年报：当务之急是让农民
工买得起房。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来
化解房地产库存，会否将农民工套牢？
农民工购房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很多“有
想法没办法”。就目前来看，房价不降不
行，微降也不行。比如说，房价从每平方
米万元的价降下 500 元，所起效果有
限。没有房价真降，哪能库存真去？

@中国青年报：打扮过的民意满意了
谁？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调查问卷
来展示“和谐”的景象。一张张附有标准

答案的问卷，要求群众齐力打造一片纸上
的繁荣。民意，就这样被营造者一番打扮
包装，端了出来。或许在营造者看来，政
府为公众服务这种不必再赘述的常识，太
虚幻，不如满足面上来得容易。毕竟，弄
个数据比做点实事简单多了。

@人民日报：路见不平，一声断喝，
为大爷点赞！10日，在河南郑州B1路公
交上，一位大爷抓住一名男子的手，大喊

“耍流氓”。事后，大爷称这名男子在公
交上先后骚扰了两名女性，他实在看不
下去。除了大爷，车上竟无一人是男
儿？！谁都不作声，“咸猪手”就会乱伸；

正义不释放，邪恶很张狂。请记住，人人
嫉恶如仇就是扬善，也是保护自己！

@法制网：对付78岁的“老扒手”应
有法律手段。78 岁的陈某有多次扒窃
前科且被抓后不思悔改，但却因年纪大
且体弱多病一直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
法律确实对此类案件规定可以从轻或者
不予羁押，但并不等于一定不能惩罚或
者关押，司法实践要体现“人性化”，但

“人性化”也该有一个度。 （张 辑）

■ 袁锋

近日，有市民举报三亚金鸡岭路段
一辆公交车逆行，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指挥中心调取监控视频发现是一辆
车牌为琼B11060的4路公交车所为。1
月 12 日，三亚交警部门给予该公交车
的女驾驶员扣3分并处200元罚款的处

罚。（1月12日南海网）
驾驶公交车逆行，对车上乘客和其

他车辆人员的安全威胁甚大，当事驾驶
员也受到了交警部门处罚，所在公司甚
至扣掉了其全年奖和安全奖。在对类似
违法违章行为引以为戒的同时，更需要
关注部分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行
业车辆的违法驾驶、超员超载、开霸王车
等通病，毕竟，这些车辆是道路交通安全
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时有一些司机反映，海南一部分
公交车、出租车开得太“野”，有些公交车
到站不进站，就停在行车道上下客，让后
面的车辆措手不及，有些则靠边不打灯，

刹车灯不亮，借着身躯庞大抢道抢行，还
有些出租车司机看到路边有客便来个急
刹，一路“横行霸道”不亦乐乎。究其原
因，除了部分司机交通法规知识不足、抱
有侥幸心理、个人素质有局限、文明礼让
意识不强等因素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我
服务的是一群人”“在给全车乘客省时
间”“公交理应享受优先”的心理，因此就
会时常“挟乘客以频违章”，借着服务乘
客的名义为自己的违法违章行为找借
口、寻开脱。孰不知在省了几秒钟时间
的同时，全车乘客和其他车辆人员的生
命财产安全也成了这点方便的抵押品。

随着中央到地方各层面在城市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倡导、部署，“公交优先”
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公交优先”必
须首先体现“安全优先”。任何地方任何
时候，安全都必须放在第一位，没有安
全，什么事情都无从谈起。公交车不安
全，“公交优先”如何实施、如何推行？提
倡绿色出行、畅通交通、生态文明，首先
必须提供安全的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
保安全，百姓才敢放心乘坐，交通才能井
然有序。

公交车姓“公”，公交安全关乎公共
群体、公共利益、公平正义。“公交优先”
既要体现在政策、法规、设施和资金投入
等方面，更要体现在“安全优先”上。“公

交优先”是否首先体现“安全优先”，检验
着各级政府执政为民的底色和成色，考
验着其组织、服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等各
方面的能力水平，以及交通运输、公安
交警、公交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安
全意识、措施、教育和督查等是否落实
到位。为此，应当以安全教育、安全规
范为先导，让安全优先深入人心，以严
格监管、严厉处罚为依托，让相关责任
人无法恣意妄为，以社会监督、综合治
理为补充，对公交行业的行为进行规范
与约束，方有望给一些如脱缰野马的公
交车辆套上辔头，为百姓筑牢生命财产
安全之堤。

公交优先必须安全优先

自建系统
支撑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专题

海南银行开始营业就与众不同，客户开
卡后可以立即使用上微信银行等创新的金融
产品，令人耳目一新。

王年生说，考虑到海南银行开业初期网点
较少，结合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我们从
一开始就重视网络金融创新渠道建设，确定了
实体银行和网络银行同步发展、重点打造互联
网金融的战略，计划在开业时同步上线微信银
行等，同时还调研了P2P和NFC支付等创新
业务，探索海南银行未来创新发展的方向，核
心系统筹建时已为这些业务的推出做了准备。

具体来说，海南银行一方面按照网点机
构规划加快布局，实现物理网点在岛内的全
覆盖；另一方面，重视互联网金融创新渠道建

设，充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网上银行、
微信银行等提供形式多样的金融产品与服
务，提高客户体验，满足客户需求。

2015年10月19日，海南银行成功接入
人民银行第二代支付系统，标志着海南银行
正式加入全国支付清算体系，可为客户提供
便捷、高效、安全的支付等服务。

开业以来，海南银行核心系统顺利通过
试营业的检验和年终决算“大考”，运行安全、
稳健、顺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海南银行正
在实施“630”项目，进一步提升信息科技支
撑能力，实现业务、管理和科技的有机融合，
为业务发展和管理优化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怡文）

坚持科技领先、独立办行 支撑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海南银行建信息科技系统走自主创新之路
2015 年 9 月 1 日，

随着海南银行第一笔开
户业务顺利完成，意味
着海南银行自建完成的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成
功上线运行，一颗强劲
的“心脏”开始起搏。

海南银行这颗“心
脏”的建设得到了股东
交通银行和东华软件的
支持，投入近1亿元，最
终完成了 63 个信息科
技系统建设，支撑起手
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
银行在开业时同步上
线，标志着银行的“智慧
之路”正式启航。

手机银行

微信银行

承载着海南人民希冀的海南银行一
切从零开始，在摸索中不断向前推进，通
过自主创新最终炼成了一家全新的商业
银行。虽然只是一家地方性银行，海南银
行却展示了非凡的勇气和超前的眼光，摒
弃其它地方银行购买核心系统的做法，选
择自建银行核心系统。

在银行信息中心的工程师们眼中，银
行核心系统就是银行的心脏，其重要性与
人体的心脏相当，由于结构复杂，建设难
度非常大。

海南银行董事长王年生回忆起当时
的决定时，他内心满是感慨。为了筹建海

南银行，筹建组考察了多家银行，考虑到
核心系统筹建难度大，筹建组在前期计划
使用交通银行信息系统，因为交通银行拥
有成熟的核心系统，有着多年安全运行的
经验。

“我们最终放弃了购买交通银行核心
系统的想法，因为我们是一家贴身服务海
南经济的地方性银行，需要提供更特色的
金融产品和快速的响应速度。”王年生说。

近年来，存款保证保险制度、央行推
进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因素不断影
响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银行业需要一改过
去“缺乏活力”的面貌，要求银行针对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快速响应。
目前，已经有不少银行率先进行了尝

试，以其灵活的核心系统支持起了灵活的
业务，在国内率先构筑了网上银行、电话
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电子服务网
络，为客户提供“3A”式现代金融服务，迅
速赢得了众多客户。

2015年9月28日，为了更好地服务
重点项目、股东单位、普惠金融服务机构、
地方政府、小微企业、个人和旅游等，海南
银行在股东交通银行和东华软件的支持
下，毅然启动928工程，试图构建起一个
符合海南银行业务需求的核心系统。

海南银行核心系统筹建团队负责人、海
南银行营运管理部总经理邹勇说，在接到自
建核心系统的任务时内心喜忧参半，喜的是
自建核心系统可以为行里省下逾亿元的支
出，且在新业务需要上线时，银行可以快速响
应；忧的是距离银监局批准开业的时间只留
下了短短5个月时间。

“我们考察过其他银行，吉林银行请了
200人的团队来运作，花了2年时间才完成
核心系统的建设。交通银行2015年新上线
的核心系统，投入5000多人，历时5年才完
成系统开发。”邹勇说。

困难接踵而来，庞大的银行核心系统开
发需要足够的场地和人手支撑，然而当时的
海南银行筹备组仍然在锦鸿酒店租用办公室
办公，酒店的电压负荷不够，使用的电器功率
稍高就会跳闸，根本无法满足软件开发时，数
十台电脑和主机一起运转。

为了保障系统建设进度，邹勇等系统组
测试人员离开家人，奔赴山东泰安东华软件
基地开发海南银行的银行核心系统。

当时的泰安，天是灰蒙蒙的，时而出现雾

霾，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让系统组的测试人
员皮肤皲裂，身体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他们克
服了种种困难，在艰苦的条件下出色地开展
工作，一些年轻同志刚刚报到，就前往泰安，
没有任何怨言。正是这种不辞辛劳、无私奉
献的精神，使筹建核心系统工作中的困难被
一个又一个地战胜了。

海南银行筹备团队等按照安全、快速、高
效的标准，建成了自己的信息系统，包括核心
业务系统、信贷系统、财务系统等在内的六大
类63个系统（模块）及一系列外围系统，经过
6轮系统联调测试，根据实际需求完成了
3000多项修改，实现了系统的个性化，满足
海南银行方便快捷、灵活高效的业务需要。
新系统不仅可以完成存贷汇等传统业务，还
包含了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互联网金融功
能，可以实现网络银行在开业时同步运行。

海南银行还建设了独立的数据中心机
房，实现了安全稳健运转。海南银行系统建
设全程在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和海南银监
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开展，符合监管的有
关要求。

自主创新
实体银行和网络银行同步发展

只争朝夕
确保研发、测试和试运行成功

海南银行数据中心监控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