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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标公示
疏港货运快速干道工程项目勘察设计监理咨询二次招

标，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评标委员会和
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国家计委等七部委令第12号）、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17年2月7日8时30分整在海口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02会议室（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建
安大厦）进行开标，截止到2017年2月7日8时30分，共收
到投标文件两份，分别是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公路勘察设计院，投标人数量不足3家，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目二次招
标流标。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7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2HN0015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拉尔森
LX710带滑水支架游艇，挂牌价格为63800元；2、拉尔森
17DC游艇，挂牌价格为61600元。公告期：2017年2月9
日至2017年2月2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www.ggzy.hi.gov.cn）、海 南 产 权 交 易 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65237542，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0898-66558026杨先生、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2月9日

公 告
邹运良，女，约65岁，属“三无流浪”精神病人，其他信息

不详。于2014年5月25日收治于万宁神康医院，2017年1月
23日由于心脏病突发转送至海南省农垦南林医院治疗。2017

年1月28日医治无效死亡。望有知情者
告知其家人前来万宁市民政局办理认领
等相关手续。否则，自本公告起30天后，
万宁市民政局将按照民政部印发的《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
作规程》（民发[2014]132号）规定进行处
置。联系电话：0898-62223405。

万宁市民政局
2017年2月9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两层办公室装修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分五

个标段，第一标段为室内装修装饰；第二标段为空调安装工程；第

三标段智能机房建设工程；第四标段为监控会议系统；第五标段

为厨房配套工程。工程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具备相

应的营业范围，装修公司需壹级以上资质及经验，空调、智能机

房、监控会议、厨房配套等施工需具备相应资质。请符合条件并

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7年2月12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身

份证、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项目经理

证书（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和类似工程施工业绩。

联系人：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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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出炉
拟到2020年，保险深度达5%，保险密度达3500元/人

海南普利制药IPO过会

海南企业去年资本市场捞“大鱼”

厉害了！年直接融资破1300亿
海航系融资逾900亿

“无事酒”盛行已成为部分地区基层群众难以承受之重

“治酒令”能否刹住“整酒风”？
“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

份子钱”“‘整酒风’变成了‘整酒疯’，人情债成了还不起的
债”……“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重庆、湖南等地采访了解
到，当前，“无事酒”盛行已成为部分地区基层群众难以承
受之重。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治
酒令”。“治酒令”能否刹住“整酒风”？

“我去年‘吃酒’花了4万多元，人
情负担实在太重了，真的有点吃不
消。”在湘西北石门县白云镇，一位姓
杨的酒坊老板对记者说。

在石门县，遇到红白喜事会摆“流
水席”招待宾客，应邀出席的亲朋好友
随“份子钱”表示心意，这种风俗被称
作“整酒”“吃酒”。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地方，除
了传统的婚丧嫁娶以外，这两年“整酒”
名目越来越多，迁新居、考大学、过生日
都是一些群众整酒的理由，甚至怀孕整

“保胎酒”、出狱整“洗心革面酒”。
“整酒”花样层出不穷，已成为部

分群众沉重的负担。重庆三峡库区农

民吕才富给记者算了笔账：当地一个
农民一年的收入平均不过三四万元，
有些人份子钱就要交两三万元。

“一半多收入交了份子钱。”吕才
富说，一些村里的低保户本来就收入
低，靠国家发的救助钱过日子，现在却
还要拿救助钱当份子钱。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整
酒”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一
些人送过钱，就会想办法将钱捞回来，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个名目“整酒”。
在三峡库区，有的家庭为了赚钱，一年
能摆两三次酒，摆完了“生日酒”摆“升
学酒”，摆完了“升学酒”，又开始摆“乔
迁酒”。

目前，针对“整酒风”不良现象，多
地已出台“治酒令”。记者梳理发现，
各地“治酒令”相关规定差异较大：

——有的地方只限制党员干部“整
酒”，有的地方则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
起管。比如石门县的治酒令限制的对象
是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而重庆巫溪、巫
山，贵州绥阳、习水等地在整治过程中，
将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并纳入。

——各地普遍规定，除婚丧以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整酒”，但在具体的
参加人员以及“整酒”的规模上，规定
并不一致。比如，重庆巫溪将婚宴桌
席限定在15桌（150人）以内，贵州六
盘水则规定，嫁娶双方合办婚宴的规
模控制在30桌（300人）以内。

——对党员干部，各地普遍用党
纪进行规范，严重者会被免去职务、开

除党籍；但对普通群众，在违规“整酒”
的处罚措施上各不相同，有的要求公
安、食药监等部门进行查处，有的处罚
饭店老板，有的甚至取消低保资格。比
如，三峡库区一乡镇规定，违规“整酒”
的村民“取消低保、贫困户评定资格”。

“治酒令”出台后，在一些地方已初
显成效。姚琼是巫溪县上磺镇的一名
个体户，她有个专门的账本记录份子
钱。在这个账本上记者看到，两年前她
平均每年交份子钱4万多元，自从整治
无事酒后，年均仅3000元左右。

有些地方虽然党员干部和普通群
众一起管，但因为对后者缺乏行之有
效的措施，群众整酒之风依旧。秦巴
山区一贫困县整酒办负责人向记者坦
言：“整酒措施对普通群众的效果不
好，因为没有太多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酒过程中，
有些地方的整治措施也引起争议。
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复婚不准操办
酒席、群众操办婚嫁酒须填写申报表
等。

“大操大办的铺张宴请风的确已
成为群众不小的负担，政府有责任采
取措施遏制‘歪风’，但规范不宜‘越
界’，不能超过法律法规的授权限制
群众置办酒席的正当权利，模糊‘公
私’界限。”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授
李萍说，各地最好通过发动乡贤、订
立村规民约、激活乡村自治机制来引

导民间移风易俗。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刹住“整酒

风”，不少地方已经在探索利用村规
民约进行引导。湖南省宁乡县大成
桥镇大成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分别
制定章程，在倡导从新从简办理红白
喜事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比如，

“村民办红喜事，理事会送窗花剪纸、
对联、自制花盆等”“村民办白喜事统
一送慰问金200元、送挽联、花圈、鞭
炮等，村干部不另送礼”。

巫溪县在整治“无事酒”的过程
中，村规民约也起到重要作用。“根据

我们整治的经验，村规民约很好地填
补了制度的漏洞。但要让村规民约
落到实处，还需要从党员干部抓起。”
巫溪县纪委书记张治民说，一方面要
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引导民风好转；
另一方面还要对其严格责任追查，以
防“无事酒”整治措施落实不到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倪洪涛
建议，刹住“整酒风”应走出处罚依赖
症，政府可以用行政奖励等柔性方式
进行引导，对不大操大办的实施奖励。

记者 韩振 刘良恒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各地“治酒令”规定差异较大

“整酒风”应走出处罚依赖症

据新华社天津2月8日电（记者周润健）“有
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天文专家介
绍，继连续三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之后，从今
年起连续三年的元宵月则迎来“十五的月亮十
五圆”。

为何月圆在农历里的日期不固定呢？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解释说，月亮围绕地球
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时近时远；最近时有
36万多千米，最远时有40多万千米，由于万有
引力的关系，近时走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
些。由于月亮转动的“步伐”有快有慢，因此每
个月的“望”的时间也有差异，农历十四、十五、
十六和十七都有可能，其中，以十五、十六这两
种情况居多。

从今年起

元宵月连续三年将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新华社南宁2月8日电（记者夏军）记者8
日晚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了解
到，关于近日网传“广西官员请吃穿山甲”一事，
经自治区纪委核查，1名公职人员参加此次私
人宴请活动，相关执法部门正调查处理该宴请
活动是否食用国家保护动物。

自治区纪委核查：2015年 7月 8日至10
日，广西举办了“投资广西，走向东盟——2015
年香港企业广西行”活动。活动结束后，该考察
团个别成员自行留在南宁，并参加了私人组织
的宴请活动，活动地点在某私营企业内部饭
堂。经查，宴请活动相关费用由私人支付，参加
宴请的公职人员只有自治区高校工委统战部原
部长李宁一人，自治区投资促进局无人参加。

据悉，李宁已于2016年5月因涉嫌受贿罪
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关于该宴请是否食用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的问题，相关执法部门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广西公布网传“官员请吃穿山甲”
核查情况

1名公职人员参加宴请

2月8日，游客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灯会
上用手机自拍。

元宵节临近，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举
办的2017年春节灯会迎来观灯热潮。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花灯闪耀迎元宵

农民一半收入交了份子钱

湖北警方深夜成功解救一轻生男子

2月7日晚，一则题为“直播自我
了结，有人看么？”的网帖在网上传播，
其中一张配有一把小刀的图片上，还

写着“刚买的，试了下，很快”。
“警察叔叔还是去看看的，不像是

假的。”2月7日23时01分，看到网帖

后，一名网友在微信上“＠”了湖北省
荆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荆州”。

值班人员看到留言后，立即开始
追踪相关网帖。初步掌握的信息显
示，发帖网友是一名“90后”，7日晚7

时许，他开始发布“直播自我了结”网
帖，随后又陆续发布了购买刀具、挑选
宾馆等关于自杀的消息。当晚10时
许，这一网帖被关闭，显示的最终定位
是在沙市区大庆路一家宾馆附近。

“90后”网友发帖“直播自我了结”

掌握相关信息后，值班人员立即
联系荆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通
知事发地沙市区公安分局西区派出
所民警赶到现场核实了解情况。值
班民警庄严对记者说，接警后，民警

立即赶到宾馆，对宾馆内所有房间进
行逐一排查，并没有发现发帖人。随
后，民警以该宾馆为中心，对周边
500米之内的十余家宾馆进行紧急
搜查，仍未能发现发帖青年的行踪。

接到前方民警反馈的消息后，“平
安荆州”官方微博值班人员并没有放
弃寻找，而是继续与热心网友互动，并
发动更多的网友来帮忙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网友留言告知
“平安荆州”官方微博值班人员，帖子中
有一张宾馆图片内的装饰十分眼熟，很

有可能是沙市区大庆路的一家酒店。
“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

险，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民警庄
严立即赶往网友告知的酒店进行搜
寻，终于在酒店306房间内，发现了这
名青年。核实身份后，民警将该青年
带回派出所中。

民警搜查十余家宾馆 找到发帖青年

警方了解到，青年姓邓，湖北广水
市人，和父亲一同在荆州生活。近期，
由于生活遭遇波折，他产生了轻生的
念头。“半年前，有车、有房，工作稳定，
天天灯红酒绿，风光无限。现在，还剩

10块，街头游走。天下着雨，很冷，可
是不及我心里的冰凉。”在网帖中，小
邓写下了这样的话。

选择“直播自杀”，小邓称只是想“来
个轰轰烈烈”，并未想到会有网友报警。

7日晚7时许，他在网上发布了
关于“直播自我了结”的帖子后，在街
头买了一把小刀，并住进了宾馆，打
算自杀。所幸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
悲剧的发生。

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值班民警
担心小邓独自离开后会再次产生轻生

念头，于是通知了小邓的家人。“谢谢
你们救了我家这根独苗。”小邓的父亲
赶到派出所后，连声向民警道谢。

目前，小邓已在家人陪同下离开
了派出所。

记者梁建强
（新华社武汉2月8日新媒体专电）

生活遭遇波折 产生轻生念头 2月8日，上海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
警在对逸夫小学的校车进行检查。

新学期开学在即，上海徐汇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近300辆校车
的车况、车载救生设备、驾驶员资格、行车路
线等逐一检查审核，消除校车隐患，确保学生
平安出行。 新华社发

校车安全 常抓不懈

因生活中遇到
波折，一名23岁的
“90后”青年竟打算
自杀，并在网络上
直播。网友发现并
报警后，湖北警方
立即展开救援行
动，成功阻止了悲
剧的发生。记者从
湖北公安机关获
悉，目前该青年已
被家属带回家中。

吃不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