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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晚在京港澳高速湖南段发生的装载疑似
易燃易爆物品汽车爆炸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1
人受伤，血的教训必须深刻反思。近年来，危害公
众安全的生产事故频发，表明安全生产领域的“定
时炸弹”仍然存在，必须确保责任心与安全生产制
度落实到位，查缺补漏、严肃追责，切实维护公众
生命财产安全。

2011年至2014年，国内发生的5起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中，3起涉及危化品运输。我国刑法
修正案（九）专门加入“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情节，作
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对于违法者必须依法严惩
不贷，这样才能形成有效震慑，维护好公共安全。

祸患常积于忽微。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不牢
固、安全发展理念不强、监督管理责任落实不到
位，各种“定时炸弹”就容易引爆。少数企业、货主
贪图利益、心存侥幸，对日常的安全监管、隐患排
查缺乏重视；一些监管部门没有把职责扛在肩上，
马马虎虎走走过场，就会使安全隐患不断累积。

必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同时，有关部门应展开强有力的监管，不让职责
空转。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部
门应守土有责，形成合力，严格落实公共安全责任
制，强化事故监测预警，多措并举不留死角。

公共安全人命关天。必须坚持安全发展，扎
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堵塞各类安全漏洞，遏制
安全事故频发的势头。针对本次爆炸事故，相关
部门应严查知法犯法者、涉嫌渎职者，让依法惩处
的力度能给事故各方责任人造成痛感。这样，才
能倒逼相关各方提升安全意识，避免惨剧重演。

（郑昕）

严查公路上的
“定时炸弹”

■ 袁锋

据海南日报报道，中央文明办近日
通报了 2015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情况，在对海口及全国其他 122 个地级
以上提名城市（区）测评中，海口文明城
市年度测评总成绩为89.52分，在全国9

个参评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

在海口全市上下背水一战开展
“双创”活动的背景下，这次年度测评
的好成绩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实事
求是地看，能够取得这样的名次事出
有因。进行“双创”大半年来，海口城
市面貌明显改善，各种城市乱象显著
减少，城市环境变得整洁，公用设施
得到完善；政府工作人员作风转变，
变得更加主动、更加热情、更有效率；
群 众 状 态 也 大 有 改 观 ，变 得 更 加 文
明、更加友善、更加宽容。这变化让
整个城市显现出与以前截然不同的
精气神，呈现出蓬勃向上、政通人和

的局面。
“全国文明城市”是海口志在必得

的荣誉，要在众多城市的激烈竞争中
脱颖而出，需要有愚公移山的强烈决
心，需要有破釜沉舟的拼搏意志。可
以观察到，海口市广大干部职工把“双
创”当作践行“三严三实”、弘扬“5+2、
白+黑”、“马上就办”、“钉钉子”、“拍拍
看”四种精神的主战场，下基层、进社
区的多了，想实招、干实事的多了，不
辞辛劳、任劳任怨的多了，动真碰硬、
迎难而上的多了。以严实作风扎实做
好每一项工作，“双创”才能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同时可以看到，只要把

“双创”变为便民惠民的民生工程，让

百姓在“双创”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
益，“双创”就不再难。海口开启“全民
共建”的模式，“省市联动、军地共建、
政企共建、全民创建”，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热烈响应。只有坚持全民参与，
才能让“双创”深入民心，释放全社会
的能量，形成“双创”的强大合力，为创
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为这一成绩倍感鼓舞的同时，
我们仍需看到，一次测评并不能代表
最终评比结果，也不能确保创建的成
功。行百里者半九十，文明城市这种
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荣誉更是如此。随
着创建的进一步深入，难啃的“硬骨
头”还会不断浮现，城市管理乱象等方

面的反弹回潮也存在压力，这些都要
求我们再接再厉、乘胜追击、上下同
心、久久为功。在继续坚持已经发挥
效果的各项举措与规章制度、继续发
扬“四种精神”等好作风的同时，还不
可忽视居民文明素质提升这个“总开
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我们解开根本症结的总钥匙、

“双创”创建成功的总抓手。文明素养
的提升，要靠教育的潜移默化，更要靠
长久地身体力行，从每一个细致入微
的 文 明 细 节 ，对 居 民 进 行 引 导 和 规
范。期待着海口“双创”自上而下，由
外到内，扫除城市发展的积弊，带来城
市破茧成蝶式的重生。

“创文”测评好成绩不是终点

针对近期有网络直播类平台出现
涉“黄”涉“低俗”情况，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近日协调部署有关部门，严肃处
理一批涉嫌传播淫秽视频事件的责任
人和责任单位，督促各地加强监测。监
管部门重拳出击，发出了整肃网络空
间、打击涉“黄”涉“低俗”内容绝不手软
的强烈信号。

近年来，监管部门通过“净网”等
一系列行动，对网络涉“黄”实施严打，
形成持续高压，网络涉“黄”涉“低俗”

现象大为减少。不过，部分网络直播
平台仍然顶风作案，企图通过改变传
播方式、增大监管难度来逃避监管，使
色情淫秽等不良信息在网络海洋中暗
流涌动。

涉“黄”涉“低俗”点击增加了商家的
收入，但也突破法律底线，对青少年网民
健康成长造成威胁。涉“黄”涉“低俗”信
息容易让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沉溺其中难
以自拔，甚至引发违法犯罪。部分网络
直播平台无视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走
歪门邪道来牟取利益，引起社会公众普
遍谴责，必须依法严惩。

互联网是网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想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就要让积极
向上向善的“好声音”成为主流。作为
网络直播平台，守住法律底线，才能获
得生存的“许可证”；守住道德责任
感，坚持诚实经营，才能获得真正的市
场竞争力。

加强网络平台监管，需要“抓铁有
痕”的韧劲，也需要“道高一丈”的技术能
力。只要紧紧盯住网络涉“黄”涉“低俗”
信息，提升监管能力，发动广大网民积极
参与举报，就能形成围堵网络违法犯罪
的天罗地网，拔除寄生在网络肌体上的

“毒瘤”，建设健康、清朗、人人受益的网
络空间。 （欧甸丘）

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人民日报：文明优雅，只在你
我！中国游客在泰国用盘铲虾，吃虾还
是瞎吃，又引争论。菜品少、夹子少、时
间少，“吃相难看”情有可原；“槽点多、
粗人多、陋习多”，文明焦虑还在发酵。
成长中的大国，必须回应文明素质的国
际竞争。而如何文明优雅，答案不在他
处，只在你我。

@人民日报：近日，济南警方称：

2010年以来，庞某卫母女非法经营25种
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
存储，销往18省市，涉案5.7亿。专家表
示：这是在杀人，首要风险是无效免疫，
或致人死亡。问题疫苗流散各地，想要
追回不啻于大海捞针。若已被接种，后
果更是不堪设想。庞氏母女当被依法
严惩，问题是，正处缓刑期间的庞某某
何以重捡非法经营疫苗的勾当？涉案
金额高达 5.7 亿元，现在才追踪流向和
使用情况，是不是有点晚？

@法制网：2.5 天休息不宜从政府

部门开始。有报道称，从4月1日起，山
西省晋中市将实行“2.5天周末”弹性作
息制度。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和质疑。
如果在大多数企业职工都无法享受这
一制度福利的情况下，却从政府机关开
始落实 2.5 天周末，一项看上去很好的
福利制度，则很可能演变成政府机关的
特权。

（张 辑）

号贩子还能跋扈到何时？号贩子游走于灰
色地带，分工明确，善打游击，在制度不健全的
夹缝中腾挪，注定了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一
旦稍有松懈，号贩子或就再度猖獗，报复性反
弹。依法严打号贩子，远未到鸣金收兵时。

——人民日报微博

声 音

据报道，近日北京学院路上由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等十余所高校的若干同学共同发起，

“众筹”200万元巨资开设了一家餐厅
“后会友期”，经营得风生水起。如此
“真刀实枪”地巨额投入，并且涉及“投
资方”如此之多，在北京在校学生创业
中尚不多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当下高校的
“热词”，以众筹的方式参与创业，可以
解决一些人创业缺时间、缺经验、缺技

术的困难。当然，时髦的众筹也不会是
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创业成功，至
少需要托付一个理想的管理团队，这个
团队也需要诚信、敬业、专业、责任等必
备品质。这正是：

众筹百万开食肆，
目标客户定学生。
大众创业应鼓励，
诚信敬业为根本。

（图/美堂 文/袁锋）

创新创业诚为先

2015 年 3月 22 日恒大地

产集团高调宣布:将正式实施

全国范围内“无理由退房”计

划,恒大地产旗下楼盘的业主

在入住前都可享“无理由退

房”的权利,并且根据协议全

部退款!这一举措，震惊了当时

的房地产行业！如今，无理由

退房恒大已经实施一周年。

文件规定，购买恒大所有楼盘

住宅的客户，已履行《楼宇认

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各项义务，并且无任何违约行

为，则自签署《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无理由退房协议书》之

日起至办理入住手续前的任

何时间，均可无理由退房。事

实证明，恒大是这样承诺的，

也是这样做的！在宣布此后,

恒大地产集团此服务覆盖全

国 147 个城市的 300 多个楼

盘,见证了恒大民生地产的经

营理念,体现了恒大的诚信和

对产品品质的自信!

恒大集团是集民生住宅、

文化旅游、保险、农牧、健康及

体育为一体的企业集团。总资

产超6700亿，员工 8万多人。

2015 年销售额 2013 亿，纳税

近200亿，有望跻身世界五百

强。作为中国标准化的精品

地产践行者的恒大地产，基于

民生地产经营理念和责任地

产的担当，这与恒大集团诚信

的办事原则与雄厚的资金实

力不无关系,也更是恒大品质

的信心体现。让购房者真真

切切的感受到零风险购房、免

除购房后顾之忧。这也是恒

大地产集团给购房者吃的“定

心丸”,也是为恒大提升品质

打的一针“强心剂”。

千亿恒大，十强房企，品

牌决定放心品质。恒大地产

集团实施“无理由退房”一周

年来，让每一位业主都能够

真正的无忧购房。敢承诺，

靠实力，以完美品质自信，雕

琢诚心之品。诚信因为责

任，自信源于品质。无理由

退房是恒大向每一位购房

者、向全社会的郑重承诺，是

为了践行恒大民生地产的经

营理念，体现恒大诚信和恒

大住宅品质，让买恒大房的

老百姓买得放心、买得称心、

买得高兴。

如今，在无理由退房政策

一周年到来之际，恒大海口文

化旅游城最后一栋73-126m2

花园美宅27#1火爆加推，户户

皆带飘窗、超大景观阳台，起

价 7388 元/m2，送 1600 元/m2

精装，购房免契税还送家私券

高达20万元！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都

荟综合体，位于海口主干道龙

昆南延长线迎宾大道。占地面

积约 1260亩，自身配备 45万

m2多功能配套。居省会中心繁

华区，生活圈内涵盖了餐饮娱

乐、医疗保健、金融教育等城市

生活所需。规划、景观、户型打

造、精装、物业等都是延续恒大

深耕中国地产20年的精品品

质。让您全方位悦享生活之

美！恭迎品鉴！

尊享热线:
0898-3666 5333
项目地址：
海口市迎宾大道恒大文化

旅游城营销中心

恒大全国172城隆重举行
“无理由退房”一周年活动

——87折大优惠，再送高达20万家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