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3月29日 星期二A08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综合海南新闻

■■■■■ ■■■■■ ■■■■■

海南部分市县蔬菜田头收购价信息
单位：元/斤 时间：2016年3月28日

填表单位：省农业厅 制表单位：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空心菜 菜心 地瓜叶 生菜 小白菜 油麦菜 芥菜 上海青 圆白菜 茄子 豆角 青瓜

海口 2.0 2.3 1.3 1.0 1.1 1.2 1.8 2.8 2.1
三亚 2.0 1.8 1.5 1.5 1.0 1.5 2.5 1.0 2.5 3.0 3.0
儋州 4.0 5.5 4.0 2.4 2.7 2.9 2.2 3.8 3.0 3.4

琼海 2.0 1.5 1.5 1.2 1.2 1.3 1.0 2.0 2.0

琼中 1.7 2.5 2.5 1.7 2.0 2.0 2.0 2.5 2.0 3.0 5.0

海南省原乡镇企业局副局长、离休干部
冼书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3月
24日在文昌市逝世，享年85岁。

冼书敬，汉族，海南文昌人，1949年2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主要历任文昌县北大昌乡乡长、北九区
公所区长、垦殖所副所长，海南垦殖局林业科
科长，儋县国营西流农场场长，兵团五师十一
团（西达农场）副团长，中共乐东县委副书记，
海南自治州热作社队企业局副局长、热作公
司经理、热作乡镇企业局党组书记，海南行政
区热作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海南省乡镇企业
局副局长等职。1990年8月离休，享受地专
级待遇。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3379850416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6年3月28日

冼书敬同志逝世
清洁家园 灭蚊防病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张亚 李凡）记者今日从省气象部门获悉，受冷空
气影响，上周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降雨和海上
大风天气。预计本周我省前期云量较多，中后期
天气晴好，气温逐日回升。

省气象部门预计，3月28日～4月 3日，全
岛多云间晴，其中30日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
部地区早晨有雾，4月3日西北部地区午后有阵
雨。预计本周后期气温逐日回升，4月1日～3
日，本岛西北半部地区最高气温可升至32℃～
35℃，个别乡镇可达35℃～37℃，东南半部地
区31℃～33℃。

农事方面，省气象部门建议，本岛北部、中
部和南部地区早稻需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晒田，
东部地区早稻需增施穗肥，并加强病虫害防
治。荔枝目前处于果实膨大期，需及时施入壮
果肥补充果实发育所需营养。冬种瓜菜需趁气
温回升及时采收。

本周中后期
我省气温逐日回升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郭萃）
海口市正在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清除“四害”孳生地。在日常居家生
活中，该如何防“四害”，海南省疾病控
制中心病媒防控专家赵伟表示，要防蚊
子先治水，要防苍蝇先治脏，灭完蟑螂
要抹缝，灭完老鼠要堵洞。

“防‘四害’首先要清理居家积水，
进行家庭灭蚊。”赵伟表示，蚊子的生

存繁殖环境必定有水，所以要及时清
理积水，水缸等大型水容器要加盖。

赵伟表示，消灭苍蝇的最佳方式
是将适合苍蝇孳生的物质处理好。用
垃圾袋装垃圾，不随手乱扔垃圾，处理
好宠物的粪便等至关重要，只有管理
好垃圾和粪便，铲除蝇类的孳生地，才
是蝇类防制的关键。

在日常生活中，苍蝇、蚊子、老鼠、蟑

螂等病媒生物通常喜欢在有缝隙的地方
窝藏，通过堵住门窗、墙壁、瓷砖、家具和
台面上下的缝隙及孔洞，也可有效减少
蟑螂栖息的场所，防止它们进入家中。
家住一楼的市民要确保管线、窗无破损
并且封闭，鼠洞应用水泥等堵住，使鼠类
无藏身之处。“小蟑螂是通过外带的食物
进入家里，大蟑螂则是通过地沟进入家
中。”赵伟说，一定要做好家中的卫生清

洁，及时清理室内外的垃圾、杂物和抽
屉、橱柜内的杂物，清除蟑迹。

“要做好室外卫生，将外面的老鼠
先灭掉，否则，家里再防也没有用。”赵
伟提醒，家里的粮食要妥善存放，垃圾
及时清理不留过夜，食物及食品原料
不要散落和敞开存放。此外，垃圾桶
要加盖，垃圾日产日清，同时，还通过
投放焦饵等药物，定期开展灭鼠活动。

要防蚊子先治水 要防苍蝇先治脏

专家教您如何防“四害”

■ 见习记者 丁平

今年4月1日起，新修订的《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下称公安部
139号令）将正式实行，内容涉及机动车
自学直考、异地申领驾驶证、考试预约等
相关规定。记者从交警总队获悉，除自
学直考外，我省将按期实施。

海南网上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已
开通。今年3月15日起，海南省互联网
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的驾驶证
补、换领，提交身体条件证明，驾驶人延
期换证、延期审验、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
明，机动车补、换领号牌，办理核发机动
车临时行驶号牌等各项功能正式启用。
申请人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经过身

份验证后，可以通过网上提交申请。
全国范围内可异地补换领驾驶证和

审验。规定暂住地只能申领C证，换证
要回发证机关。“139号令”实施后，则取
消暂住地规定，居住地可考全部车型，也
可换证。

七类驾照被注销情况可直接申请考
试：（一）原机动车驾驶证因超过有效期
未换证被注销的；（二）原机动车驾驶证
因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被注销的；（三）
原机动车驾驶证由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原机动车驾驶证因身体条件暂时不
符合规定被注销的；（五）原机动车驾驶
证因其他原因被注销的，但机动车驾驶
证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的除外；（六）持有
的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超

过有效期的；（七）持有的境外机动车驾
驶证超过有效期的。但是，不经学习申
请的只能是允许初领的驾驶证。如果大
型客车驾驶证被注销的，不能直接申请
大客车驾驶证考试，只能直接申请允许
初领的驾驶证，再增驾大客车。

海南尚未开展“自学直考”。4月1
日起，全国16个城市开展自学直考试
点。学员可在车辆条件、随车指导人员
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在交管部门指定
的时间、路线上自学驾驶技能。我省没
有城市列入自学直考试点，预计明年推
广。

境外“速成”驾照换领有限制。持境
外驾驶证的内地居民，申请换领内地驾
驶证时增加了限制条款。如果取得该机

动车驾驶证时在核发国家或者地区连续
居留不足三个月，应当考试科目一、科目
二和科目三。

科目二、科目三可以同时预约、连续
考试。在海南，可以同时预约科目二和
科目三路考，预约成功后连续考试，免去
了多次预约、多次往返的麻烦，极大地节
省了时间。

注销实习期驾驶证再无空子可钻。
原“123号令”规定，实习期内记满12分
将被注销驾驶证，许多驾驶人因此在实
习期结束后才去处理交通违法，以避免
驾驶证被注销。“139号令”实施后，只要
是发生在实习期内的交通违法，不管何
时去处理，被记满12分都要被注销。

城市公交车驾驶证可以直接增驾。

“139号令”实施后，已取得驾驶城市公
交车准驾车型（A3）资格5年以上，并在
申请前最近连续5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满12分记录的，可直接申请增驾大型客
车准驾车型（A1）。同时，也增加了申请
驾驶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A3）的限制。

老年人定期体检年龄进一步放
宽。新规实施后，应当每年体检并提交
身体条件证明的驾驶人年龄，从60周
岁提高到70周岁，70周岁以下的“年轻
人”将不用每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放宽残疾人申领证的条件。“139号
令”进一步放宽上肢残疾人驾车的身体
条件，增加了单眼可以考证的条款，放宽
了手掌条件，更加明确了下肢条件。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驾考新规4月1日起实施，我省尚未开展机动车自学直考

科目二科目三可同时预约连续考试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叶媛
媛 郭萃）近日，由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
投资建设的该市首批新型环保垃圾屋正
式投入使用。据悉，龙华区环卫局首批
将建设43个环保垃圾屋，下一步还将在
183个“三无”小区推广使用。

龙华区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型环保垃圾屋投放口采用不锈钢活动
门，墙上设有换气和照明装置，其全封闭
的设计不仅能防止垃圾臭味飘出来，也
能防止老鼠等跑进去。“此前为破解‘三
无’小区居民垃圾无处投放的难题，龙华
区环卫工人一般会摇铃上门收集垃圾，
十分辛苦。而使用这种新型的环保垃圾
屋后，这一问题也将得到改善。”

海口首批新型环保
垃圾屋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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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3月27日晚海口电视问政节目《亮
见》关注“谁在漠视群众利益？”，推出

《被漠视的污染谁之过》《占用农田建
房，底气从何而来》《农田用水，到底被
谁“规划”掉了》3个案例，集中反映了少
数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实，漠视群众利
益，致使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
解决。（3月28日《海南日报》）

村庄遭到污染、集体农用地被强

占、农田用水被地产项目截断，三个短
片所涉案例极具典型性，与百姓健康财
产等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村民小组长、
房地产开发公司、污染企业，这些肇事
主体，他们或有权、或有钱、或有资源，
知法不守法。相比之下，村民们可谓实
实在在处于弱势，他们的利益诉求到底
该如何满足？在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
单凭村民们微薄的力量，即便再动之以
情、再晓之以理，恐怕也难以撼动这些

“庞然大物”。
怎么办？村民们虽愤怒但仍信法

守法，他们相信政府，向主管部门反映
情况，向12345热线举报，向镇政府寻求
帮助……可是，“当官当为民做主”这句
部分干部平时动辄挂在嘴边的话，在百
姓真正需要时，反倒不见了踪影。部分

职能部门相互推脱，硬是对群众疾苦不
闻不问，对百姓呼声视而不见。这些问
题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短时间就可
办结；这些案件很难举证吗？一点都不
难，多下基层走走就一切明了。区政
府、镇政府、国土局、规划局、环保局、城
管……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行政、执
法力量，而群众却仍然长期诉求无门
呢？归根结底，就是有些党员干部不把
百姓利益当回事，握着百姓赋予的权
力，却不为百姓办事。事实上，这种不
作为、“庸懒散”的虚浮作风更加可怕，
它让百姓有理无处申，有法没法依。

基层百姓，倘若不是根本利益受到
损害，一般不会反复上访、投诉。俗话说

“民不举，官不究”，可短片中群众不但
“举”了，而且多次“举”了、反复“举”了，却

仍然得不到职能部门的“究查”。如此
“踢皮球”，踢的不仅是百姓的切身利益，
更是百姓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需注意的
是，这一现象，固然与部分职能部门作风
虚浮有关，与现有执法体系、执法机制不
够明确、清晰也不无关系。现实中，各部
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仍然存在，
其结果难免导致“有利时大家抢着管，没
利时大家都不管”这种“踢皮球”现象的
存在。

当前，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各种
矛盾不断涌现，各方利益纠纷错综复
杂。然而，改革是为了让民众更好地享
受发展成果，越是改革攻坚期，越要保
障好、维护好基层民众的现实利益。城
镇化的推进也是如此。在城镇化的大
背景下，当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逐渐向郊

区农村蔓延时，城郊结合部生产关系的
变化日渐加剧，许多群众要经历由“农
民”向“市民”的转变。这种转型，本是
一件利在百姓的好事，但倘若我们规划
不科学、统筹不到位，各类项目建设有
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基层百姓利益
产生难以弥补的影响。在百姓的求助
下，倘若我们再执法不及时，一再“踢皮
球”，那么这种转型只能换来百姓的一
声叹息。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在改革
攻坚时期，政府部门尤其需要落实好这
一服务理念，尤其需要科学规划，统筹
考量，立足实际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做
到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只有如此，才
能切实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利益，各项改
革实践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群众利益诉求岂容漠视

近日，“辞职市长”梅永红因在某峰
会上首度向媒体披露辞职原因而又火
了一把。他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回归，
我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甚至在这
个平台更能发挥作用，这是更能体现人
生价值的转型。”去年9月，梅永红因辞
去山东济宁市长职务加盟华大基因而
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人物。

时下，几乎每次官员辞职都成为新
闻。可能因为官员辞职比较罕见，也可能
因为官员辞职的行为抉择与很多人心中
的价值抉择相左，所以每有一例，辄轰动
一时。但从本质上讲，官员辞职与千千万
万人辞职跳槽别无二样，之所以受到格外
关注，无非在于官员辞职挑战了一些人

“富不如贵”的固有认知。在一些人眼中
官员是“富得流油的铁饭碗”，而不解其中
辛酸，正如浙江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的辞
职感言中所说的：“夏虫不可语冰”。

官员辞职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以

我国来说，商朝有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
粟；晋国有介子推深藏功与名宁死不仕；
汉有张臶“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东
晋有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古人
辞官，有的是不仕二朝，有的“实迷途其未
远，觉今是而昨非”，有的“不堪趋建礼，讵
是厌承明”，有的又是“欲将闲送老，须着
病辞官”，还有“愿返初服，从子而归”，其
中缘由不一而论，但其中大多是因为官场
不适合自己的人生追求，所以唯心所适，
飘然挂冠而去。而在国外，官员辞职更是
常见，上至总统，下至小吏，皆不乏其人。

近年来，国内官员辞职的现象也越来
越多了。仅最近一年来因辞官而引发热
议的就有湖北省秭归县人社局原副局长
黄艳，写出“清白来去”、“揖礼而别”般诗
意辞职信的恩施州纪委研究法规室原主
任孙涌，“舍法槌于公堂，求自在于市井”
的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法院法官刘献文，
以及上文所说的梅永红等等，这些官员辞
职原因大多是遵从本心“从吾所好”，辞官
是为了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从这一点来
说，这些官员倒是颇有古人之风。

辞职官员越来越多是好事一件。
一来，官员辞职有利于其最大程度实现
个人人生价值；二来，官员辞职有利于
人才的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
置；三来，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官员辞职也能为其他敢做事、想做事、
能做事的官员腾出位子，有利于形成能
者上、弱者下的良好政治生态。此外，
官员辞职现象频现，也有利于社会各界
加深对官员任职生态的认知，破除官本
位思想，清醒认识到出人头地、以身报
国并非一定要做官，从而形成多元价值
取向，避免优秀人才全部集中在官场。

需要警惕的是一种反常的辞职，即一
些贪官在反腐压力下，以辞职之名行“金蝉
脱壳”之计，以此逃避惩罚。对于这样的辞
职，相关部门理应做好辞职审计，决不给腐
败分子逃出生天的机会。另一种需要警惕
的现象是，一些德才兼备、能力出众的官员
因备受排挤而出走，一些无德无能、失职渎
职的官员却该辞没辞，甚至忝居高位。只
有强化淘汰机制，形成能上能下的竞争机
制，才能给更多官员以施展抱负、服务百
姓、报效国家的机会。

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官员身份早已
不再“无限风光”，其收入也只能称得上
是“体面”而已，官员辞职理应视为常
态。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的“有人辞
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人来人往
才是正常的官场生态。我们与其过度
关注官员辞职行为，不如多关注官员

“弃政从专”后的华丽转身，为其实现新
的人生价值而点赞。

官员揖礼别 清白自可去

中央纪委官方网站近日通报查处了湖南省怀
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存在“私车公养”违规
问题。这给当前监管工作敲响了警钟，必须及时
堵住这个新型“车轮腐败”漏洞，谨防按下“公车私
用”的葫芦浮起“私车公养”瓢。

近年来，随着车改力度加大，各地“公车私用”
得到有效遏制，但“私车公养”问题却不断浮出水
面。当前“私车公养”存在相当的隐蔽性。从近年
来纪委通报的案例来看，有些人在“私车公养”上
可谓想尽了歪主意，有些是采取“挂靠”方式，有些
是“假冒公车”，有些则是打着“私车公用”旗号。
这些问题从面上难以发现，确实给监管工作带来
难度和挑战，这就需要在监管方式方法上不断改
进，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私车公养”是一种新的“车轮腐败”，危害相
当大，影响十分恶劣，决不可等闲视之。不可否
认，各地车改之后“私车公用”情形正逐渐增多。
如何防范假公济私，又确保不损害个人正当权益，
这确实是一道困扰当前监管工作的难题。对此应
扎紧制度笼子，完善发票管控和财务报销制度。
还应在源头上进行管控，建立公职人员的私车备
案制度。应严格问责制度，追究“私车公养”相关
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车轮腐败”问题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下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等，有效遏制了“公车私用”等。但也应
当清醒看到，根治“车轮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必
须不断查找新问题分析新情况拿出新办法。应把
制度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让“私
车公养”难有藏身之地。 （李建国）

“私车公养”
不可等闲视之

南京理工大学启动“暖心饭卡”项目，根据“大
数据”统计，对每月食堂吃饭超 60 顿、消费不足
420元的学生暗暗补贴。点赞“暖心饭卡”，科学
精准，又富有人情。其实很多时候，困难多只因想
的少。暖心的背后，是走心。 ——人民日报微博

声 音

据报道，自2016年4月10日起，
湖南凤凰古城将暂停景区验票，保留
景点验票方式。游客今后进凤凰古城
游览不必再购买148元的“捆绑式”大
门票，只需要在逛小景点时购买相应
的门票。

3年前，凤凰古城推出“捆绑式”门
票，引来各界质疑之声，在门票角色在
旅游经济中逐渐缩小的大趋势下，此
举有逆潮流而动之嫌。如今取消大门
票，是将选择权还给游客的“拨乱反

正”，应该能够一定程度上修复凤凰古
城的形象损失。做大旅游经济蛋糕的
出路，只能是提高旅游产品的内涵、韵
味与吸引力，而不是靠高价门票进行
涸泽而渔式的市场开发。这正是：

捆绑门票引质疑，
声誉损失难估量。

“门票经济”需淡出，
内涵品位引游人。

（文/袁锋 图/薛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