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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数据开放提升公共服务
观察
■ 袁锋
1 月 4 日，高德地图与海口交警联
合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海口交
警入驻高德地图“交警平台”。借助该
平台，海口市民即日起便可通过最新
版高德地图，获取海口交警权威发布
的实时交通信息。
（1 月 4 日南海网）
巡天遥看卫星眼，春风得意马蹄
疾。早先以人工管理为特色的交通管
理与服务属于交通治理 1.0 时代，后来

使用电子警察，
以科技信息化为特色属
于2.0时代，
而现在，
互联网+、
大数据助
力多领域业务联通，交通治理 3.0 时代
来临。倏忽之间，
集合了高新技术的导
航软件已成为司机们人见人爱的出行
帮手。而此次海口交警与导航服务商
进行的合作中，在数据资源共享方面，
海口交警将提供全市范围内电子警察、
卡口流量数据等一系列权威交通数据，
而导航服务商则提供互联网数据与交
管数据整合，
进行大数据的挖掘，
形成
更加准确和实时的路况，
比如重大交通
事故、道路施工等，从而为用户提供最
优的躲避拥堵服务。这是交警部门数

新华时评
本是阻止贪腐的
“防火墙”
，
却沦为
官商之间的掮客；
本是打虎拍蝇的执纪
者，
却蜕变成监守自盗的阶下囚。在 1
月 3 日开播的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打铁
还需自身硬》第一集《信任不能代替监
督》中，魏健、朱明国、
钟世坚等一批违
纪违法纪检干部的所作所为让人警醒：
对任何党员的信任都不能替代监督。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
全面从严治党推至新高度。全党上下
应更加严格地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
国家法律，而广大纪检干部理应成为
遵守党规党纪的模范，自觉接受更加
全面严苛的考验和约束。
贪腐之时窃喜
“谁查纪委呀”
，
甚至
幼稚地认为监督别人的人就不会受到
监督，直至身陷囹圄才追悔“没人看是
祸”。魏健、朱明国等人以身试法的教
训证明，思想上稍有松懈便会滑入深
渊。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
没有哪个部
门岗位是设在纪律红线之外的，
没有哪
个党员处于监督盲区。一批违纪违法
纪检干部被严肃查处，
恰恰证明党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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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正朝着制度化建设方向日臻完善。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反腐败斗争
的压倒性态势已从“正在形成”
发展为
“已经形成”。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得
益于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反腐败斗争的
高压态势，更得益于从制度建设的层
面提供了深度和力度的保证。划定纪
律的红线，
扎牢制度的篱笆，
关住权力
的笼子已经打造成型。
随着反腐败斗争态势发生变化，
党内监督承担的职能就必然从之前的
惩防腐败，上升为持续以更高标准鞭
策激励全体党员努力提高自己，努力
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打铁还需自身硬，百炼才能出精
钢。将党内监督以制度形式常态化并
严格落实，
无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
升党的战斗力的关键途径。全体党员
必须明确，要争做党内先进分子和中
坚力量。
（周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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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资源，
推进
“互联网+公共服务”
的社会进程，真正惠及民生，推动智慧
城市、
宜居城市的建设。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众对于
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共享、公众参
与决策的诉求和呼声越来越高涨。进
行数据和信息公开，一方面成为各级
政府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
要路径，同时也可以成为海南培育新
经济的抓手。对于拥有大量权威数据
的政府部门来说，数据公开将释放出
巨量的社会及商业价值。目前国内多
地已在大数据开放领域有积极探索，
其中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已经

有一些尝试。致力于智慧岛建设的海
南，也应该全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
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
加
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
建设和数据“打架”。在具体信息公开
领域，
可优先推动交通、
医疗、就业、
社
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
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
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与此同时，还需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完善产业标准体
系，依法依规打击数据滥用、侵犯隐私
等行为，让各类主体公平分享数据开
放带来的技术、
制度和创新红利。

党报观点

时事图说

打铁自身硬 百炼出精钢

据开放共享迈出的重要一步，
相信也将
助力改善司机的出行体验。
基 于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的“ 互 联
网+”，能够为创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有助于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实现信息公开、高效快
捷、用户主动参与和信息双向传递。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公安交管部门还是
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都会在
“互联网+”
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战略中获益。通
过“小手机”推动“大服务”，能有效实
现警务工作和百姓需求的互联互通，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这不仅有助于提
升交通管理服务效能，更加有利于整

让节日回归本义
■ 陈星东

树立婚丧新风尚
结婚是人生大事，对于很多家
庭 来 说 ，也 是 家 里 最 花 钱 的 事 。
2016 年 11 月 28 日，
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召开会议，要求把反对铺张浪
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日前，濮
阳台前县下发《台前县农村红白事
标准参照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对红白事标准进行了明确要求，提
倡彩礼总数控制在 6 万元以内。
这一指导意见出台后，
引发了网
友热烈讨论。诚然，这一“指导”有
管得过宽之嫌，但其背后折射的农

村红白喜事负担重、大操大办、攀比
陋习成风等问题，却不容忽视。这
些陋习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
会堆高婚丧成本，增加村民负担。
提倡婚丧简办，就是为了树立婚丧
新风尚，对村民而言很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这正是：
婚丧嫁娶大操办，
靡费渐多情渐淡。
虚礼面子成负担，
不妨婚丧都从简。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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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桂琴）

节日意味着什么？有人回答，洋
节就是“买买买”
，传统节日就是“吃吃
吃”
。这样的答案，或多或少代表着一
部分人对节日的刻板印象：
消费和“舌
尖”的盛宴。
其实，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每个节日都有其特定内涵。把过节理
解为买和吃，无疑是对节日的一种粗
暴解读。君不见，
中秋月圆，我们会有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的期盼；重
阳登高，我们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牵挂；农历新年，
又有多少人会汇入春运大军，
“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节日，在本质上是一
种文化。
而今，世界早就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关系，与其纠结于中西节日
孰优孰劣，不如让节日回归本来意义，
发掘节日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我们
对节日的庆祝和纪念，不应停留在浅
层次的形式上，更不能任凭商业冲动
泛滥，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因素
和时代内涵上。毕竟，把节过好也是
一种文化。
（摘编于 1 月 4 日《人民日报》
）

锐评

服务要多创
“捷径”
海口汽车南站前面南海大道上防护栏遭到
多次破坏，相关部门也曾多次修复。然而，
日前
防护栏修复不到两天，不远处的防护网又被“撕
开”
，行人“穿洞”而过，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过街群众为抄近道“翻越栏杆”、
“ 另辟蹊
径”屡见不鲜，与方便相对应的是险象环生、危
机四伏。尽管该处隔栏被反复修复，但还是一
而再、
再而三地遭到了破坏，破坏者与修复者间
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行人安全意识淡薄，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
该处过街设施的不便。进出南站的旅客大多大
包小包，行动不便，而斑马线又设置较远，难免
有人为图方便破坏护栏寻找捷径。
对此，附近居民建议相关部门设置人行天
桥，其实大可不必。在南站两个公交站台旁边
的高铁站台就有一处过街天桥，完全可以向公
众开放。虽然高铁站台权属不同部门，但资源
闲置也是一种浪费，与其摆设不用，
不如改造便
民。相关部门与其抱怨行人破坏交通护栏，不
妨多体谅行人，
主动为行人创造捷径，使其少走
弯路和冤枉路。不仅修建过街设施需要为民创
造捷径，为民服务又何尝不是要多为群众多创
造
“捷径”
？
（郭畅）

“感动”
还要见行动
1 月 5 日，数名“感动海南”年度人物将走进
校园，
与广大青年学子现场互动、
促膝谈心。
在电视上、报纸上闪耀的榜样走进校园，
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人故事，从一件件身
边小事到每一步的心路历程，把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孝老敬亲、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等优秀
品质具化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变成生动的
“教案”，不仅形式喜闻乐见，也把“高大上”的
模范人物还原成人性本色，从而让学生更易于
接受。
如果榜样一直处在“云端”，看不见、摸不
着，难免会有人心生质疑。如果榜样出现在身
边，真实可触摸，人格魅力真实展现，高尚情操
可亲可敬可学，模范人物的感召力也就会更
强。也只有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模范人物的人性
魅力，才能将其请下神坛，还原成一个普通人，
增强可学性。
“感动海南”年度人物进入校园的
意义就在于此。当然，众多学生作为受众，
在接
受感动教育、
汲取成长力量之后，
还应当有所行
动，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学习、践行榜样的模
范行为。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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