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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食品”猫腻深

■ 施雨岑

30 多年前，淳朴的河南农民何
刚，风尘仆仆地从家乡走进紫禁城的
大门，将在自家院子中挖到的19件文
物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这 19 件
元代银器，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元代银
器方面藏品的空白。今天，绵绵细雨
中，这座拥有近 600 年历史的皇家宫
殿，第一次举行仪式对一位普通农民
的逝去表达哀思。

如果仅凭想象，我们脑海中的文
物捐赠者大概非富即贵、衣食无忧。
然而，作为我国农民群体参与文物保
护的代表之一，何刚却是一生清贫。
但他坚守清贫，将文物捐赠而不后悔，
其行为令我们每一个人敬仰。可不幸
的是，今年54岁的他意外身故在打工
的高铁工地上。

正是他的选择，一批珍贵文物得
以更好地保存，先人留下的遗产能够
代代传承；也正是他捐赠文物的义
举，让我们看到，生活中仍然有何刚
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太高的学历，

没有傲人的身世，没有殷实的家底，
但他们心怀尊重文物、尊重历史的朴
素信念和高尚情操，值得整个社会致
以敬意。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
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
蹚过数千年历史长河的过程中，为
我们留下了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
然而，时至今日，盗抢文物、非法交
易、破坏历史遗迹的相关案件从未
断绝，文物安全形势严峻。正因为
此，我们呼唤更多的何刚，让 30 多年
前的义举变成今后社会公众的自觉
选择。

不忘义举是对善行的弘扬，我们
也需要更多像故宫这样“有情有义”的
文物“捐赠接收者”。故宫时隔 30 余
年后，专门为这位捐赠者的逝去致哀，
温暖人心。何刚的“义无反顾”和故宫
的“有情有义”，展现了一幅文物捐赠
和保护的美丽图景。

据报道，今年以来，“网红食品”
的各类问题一波又一波出现。前不
久，上海一家“网红”面包店因使用
过期面粉被曝光，并遭到食药监部
门查处。其中一些“网红”店又被爆
雇人“假排队”，再次把“网红食品”
推上了风口浪尖。

吃货们，要当心了！你们深爱
的“网红食品”，有可能是问题食
品。按常理而言，人气越高的食品，
应该质量越高，吃起来越安全。然
而，让人颇为惊诧的是，一些食品店

竟不爱惜自身声誉，反倒在食材中
弄虚作假，甚至为了“走红”，不惜雇

“托儿”来营造热卖的假象。对这种
口惠而实不至的“网红食品”，吃货
们和监管部门都要睁大眼睛，细辨
真伪。这正是：

这边食材坏面粉，
那厢雇人频登门；
网红食品套路深，
人气越高越谨慎。

（图/美堂 文/张成林）

@经济日报：去产能须防“萝卜快
了不洗泥”。去产能工作本质是要提升
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所以，不能抱

“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心态，简单地为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而去产能。而要在推
进去产能的过程中，统筹好去产能、结
构调整等重点工作，扩大有效供给，带
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光明日报：“状元笔记”是符号
炒作。高考结束后，在网络平台上，

“状元笔记”“学霸笔记”再度成为热卖
商品。“状元笔记”并不是什么新鲜话
题，它就像一幅存在已久的图画，每年
都会被人为地增添一些笔墨。“状元笔
记”迎合了部分考生和家长“走捷径”
的心态，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繁荣的“状
元经济”。“状元笔记”缺乏使用价值，
就成了寻求心理安慰的鸡肋。

@新京报评论：怒怼“变脸”失败
者，严重了。近日，一段“川剧变脸”视
频热传。不过，“火”的原因不是因为精
彩，而是表演者接连失误，最终捂脸离
场。“变脸”专业人士康勇先生认为表演
者的失误是对川剧这项非遗名片的“腐
蚀”。作为专业的表演艺术家，不能容
忍如此低级的失误可以理解，但对于一
个火锅店员工，用不着这样上纲上线。

为自驾游
把好规则“方向盘”
■ 江德斌

暑假出游高峰越来越近，不少人摩拳擦掌，准
备自驾游玩。然而，却有读者揭了自驾游市场的

“短”。当一个什么资质都没有的领队为你带团、
一个没做过旅游的团队为你承诺保障，这样的自
驾之旅是否让你后怕？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自驾
游存在很多乱象。（6月22日《武汉晚报》）

当前，自驾游成为时尚，在游玩的同时可以自
己把握旅游线路，极为方便。不少旅行社、车友
会、驴友会等机构，亦经常推出相关自驾游线路，
价格比跟团游要实惠些，自由度更高。这对于部
分重视个性化体验的游客来说，显然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不过，由于自驾游缺乏统一规则，基本处
于自发状态，导致市场乱象频发。

外出旅游，涉及到交通、住宿、线路规划、饮食
等方方面面，出行前需做好充足准备。旅行社跟
团游虽然不太自由，但有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安全
性一般都有保障，即便出事，也有相关应对处理流
程。而自驾游则要依赖于领队的个人素质，由于
缺乏信息透明度，领队能力强弱很难知晓，再加
上，自驾团成员较为复杂，彼此熟悉度、性格不一，
难免会产生摩擦。

据报道，不少地方均有自驾游事故、消费纠纷
发生，其中部分事故甚至酿成伤亡悲剧。从自驾
游事故状况来看，大多数自驾游团队都没有权威
部门核发的领队资质或自驾经营资质，在事故发
生后，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就当前来看，大部分自驾游领队，除了对道路
比较熟悉外，一无从业资质，二无从业经验，三无
从属旅行社。一些自驾团“不规范组团培训、不负
责出游质量、不保障游客权益”，跟游客不签订正
式的旅游合同，在出游过程中也没有正规的培训
和提醒，如果出现问题，则把责任全部推到游客身
上，导致事后维权难。部分游客也缺乏权益保护
意识，往往盲目跟随自驾团出游。

国家旅游局虽然针对自驾游出台了初步标准
和规范，但由于落实不够，造成市场处于放任状
态。自驾游市场需求强烈，又是个人自发组织参
与，全面监管难度较大，因此，应该及时制定详细
的自驾游出行规则，比如，可要求领队考取相应的
专业资质，并进行备案等。只有做到有规可循，才
能为自驾游把好安全的“方向盘”，切实维护游客
的权益。

向捐赠和保护国宝的人致敬

■ 袁锋

据海南日报客户端报道，从别人
眼里的差生变身为工科博士，海南大
学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2014 级硕士
研究生佟科斌的人生经历令人称奇，
日前他获得海南大学2017年“大学生
年度人物”荣誉。

这是一个“后进生”实现大逆转的
故事。笔者读着对佟科斌的报道，感
到一份苦尽甘来的欣慰心情、一股永

不言弃的励志情怀扑面而来，这名学
子们身边的学长，通过自身艰苦努力
实现了人生“逆袭”，对于海南广大有
志青年与曾经误入歧途或对人生感到
迷茫的青少年而言，都具有十足的借
鉴意义与激励价值，成为值得剖析的
励志样本。

曾经是一名体育生的佟科斌，文
化课基础很差，高中毕业后就进入社
会，在洗车场做过洗车工，后来领悟
到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努力复读勉强
考上了海口经济学院读大专，随后在
琼州学院读专升本，考入海南大学读
硕士，如今他又考取了天津大学的博
士。可以说佟科斌是一个“牛人”，说

他牛，第一层含义是学历高，专业
强，以无人船项目获得了中国研究
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第二层含
义则是他能够努力拼搏，低开高走，
实现人生逆转，把开场的一手“烂
牌”硬是打成了“好牌”。对此，在海
南的厌学少年、无所事事和浑浑噩
噩者，都可以从他的“逆袭”中得到
启示，受到感召。

及时找到人生方向，是佟科斌为
青少年带来的启示之一。哲人说，人
生就像是航船，总在驶向某个方向。
如果没有理想，人生就像一艘无舵的
航船，只能随波逐流。在少年时代，周
恩来总理便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的宏伟志向，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如今，海南正处于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奋力实现“三大愿景”的关键
时期，但海南基础有限，底子不厚，渴
求人才，青少年更有必要树立“为海南
繁荣而奋进”的志向与追求，在海南发
展的火热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不要轻言放弃、自暴自弃，是佟科
斌为青少年带来的启示之二。工科高
等教育并不是好“混”的，而且他与传
统“学霸”“好孩子”的不同，就在于文
化基础差，也因此受过不少歧视。正
是由于他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逆
流而上，越挫越勇，磨砺实力，锻造自
信，最终一点点弥补了差距，做到了成

绩本专业第一，实现对标准“好孩子”
的反超。

全力以赴、发愤图强，是佟科斌为
青少年带来的启示之三。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了准备考
研，佟科斌废寝忘食，在教室里睡了4
个月。事实证明，不经历一番痛苦挣
扎，不咬紧牙关脱几层皮，人生很难有
所成就。这一点，对于拿起书本就打
瞌睡的厌学者，对于总想轻轻松松投
机取巧之人，都有特别的借鉴价值。
希望海南的青少年都能够靠着自己的
努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机会，不断前
进。青年争奋进，海南就朝气蓬勃；青
年愿勤学，社会才生机盎然。

“后进生”变身博士生的启示

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40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400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7月10日10时至2017年7月11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存放于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美楠村6号工厂仓库内PVC树脂粉（全称聚
氯乙烯树脂 PVC）80 吨。产品型号 PVC-SG5，净含量每包
25kg，生产厂家宜宾天原集团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起拍价：412496元，保证金：5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6月26日9时起至

2017年7月9日17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请与委
托法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7月10日
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交易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3）实际数量以交付为准，多余成交款予以退还。

咨询电话：0898-66702391 66723475（彭法官）法院监督
电话：0898-66756879。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6月19日

凡在海南省社保局参保的企业，符合以下条

件均可申报2016年度稳岗补贴：依法参加失业保

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上年度未裁员或净裁

员率(指企业年末职工人数与年初职工人数之差占

企业年初职工人数的比重)控制在4%以内；遵守

劳动用工法律法规，企业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请符合条件的企业于6月30日前速将申报材料

提交至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电话：65344257，联

系人：劳先生。如需查阅相关文件及下载表格，可登

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网站：http://www.hnjy.

gov.cn。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6年度
企业稳岗补贴申报

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

以下公司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以来未开发建设，土地长期闲置。
我局已依法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五指山市人民政府集体讨论，
现认定为企业原因，后续我局将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
定》第二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置。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闲置土地的认定书公告

上述土地使用权人如有异议，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我局申请听证，我局将依法组织听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特此通知。联系人：黄忠伟 联系电话：86630997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单位名称
海南新远实业公司

三亚裕林房屋装饰工程公司
通什市国际旅游总公司

市农业综合试验基地发展总公司
通什市热带作物产品供销总公司
通什市畜牧业发展总公司

海南华禹有限公司
通什市农综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
四四工地东北侧
211-212路段
太平水库北

度假村小溪东侧
位于昌冲村前2.8公里商贸街旁

冲山镇福关村委会
海榆中线(市职业中学旁)

五指山市冲山镇

面积（平方米）
154651.2
69000
31466.7
137000
2925

20478.6
120998
66390

土地证号
通国用（1992）第059号
通国用（1993）字第78号
通国用(1993)字第094号
通国用（1995）字第355号
通国用（1996）第679号
通国用（1999）字第093号
通国用(2000)字第47号
通国用(1996)字第633号

专题 主编：刘梦晓 美编：孙发强关注2017海南综合招才引智专场人才招聘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精神，在2017海南综合
招商活动期间，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承办的“2017
海南综合招才引智专场人才招聘会”，将
于6月30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围绕十二大产业 招商招才一起抓

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人才是支撑海南科学发展的
第一资源。5月31日，省委印发了《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对促进人才发展作出新部署，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次省委省政府又
研究决定在招商的同时招才引智，充分
体现省委省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目
的就是为了广聚天下英才，加快“美好新

海南”建设。按照省里部署，2017招才
引智系列活动主要安排有：开展人才政
策宣传推介；在综合招商活动现场播放
海南人才宣传片并开设人才引进政策宣
传栏；围绕服务海南重点产业发展和服
务综合招商项目落地，特举办“广聚天下
英才，共建美好新海南”专场人才招聘。

据悉，此次招聘会的主题为：围绕我
省“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十二大产业，
坚持招商招才一起抓，为建设“美好新海
南”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招聘范围将面
向全国，为省直有关部门、省直事业单位、
各部门监管范围内的企业等各类用人单
位广纳天下英才，我省目前开展的“好院
长、好医生”项目一并纳入本次招聘范围。

2000余岗位虚位以待

本次招聘会负责人表示，目前，招聘

会岗位征集已经结束，共有200多家用
人单位报名参加，岗位总数2000多个，
涉及海洋渔业、信息、医疗卫生、教育、旅
游、商贸和农林等行业。

据介绍，此次招聘会紧扣我省十二
个重点产业和基层发展需求，面向海内
外广邀各类英才，除了为我省现有各类
用人单位和重点项目服务外，还将积极
主动为参加招商签约的企业提供人才资
源保障服务。为了提高引才服务效率，
简化招聘程序，有 10 余家事业单位、
300多个高层次人才岗位将实行现场考
核招聘，合格者不需要参加事业单位统
一招聘考试，并开展现场政策咨询和线
上招聘服务。招聘会现场，将组织相关
部门和机构开展行业人才引进政策、劳
动保障、社会保险、人事档案管理等咨
询服务。

部分事业单位招聘
由面试考官在现场面试

本次招聘会负责人表示，招聘会将
在国内知名网站设立招聘服务平台，为
应聘者提前提供线上的对接交流服务，
开展人才风采宣传，在各类新闻媒体开
展海南创新创业典型人物宣传，激励更
多优秀人才在海南创业发展。

招聘会将利用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
厅约4800平方米的面积，预设央企、国企
岗位区、省厅下属单位岗位区、科研院所
岗位区、教育行业岗位区、医疗单位岗位
区、市县岗位区等多个招聘板块及300个
展位。同时，招聘当天安排专门洽谈区
域，对符合事业单位考核招聘条件的，由
用人单位组织面试考官在现场考核。

该负责人表示，不少企事业单位由

人事部门主要领导负责面试，有报名意
向的人才可在专场人才招聘会现场洽
谈，对接双方如果合适，当场即可确定就
业意向。也热烈欢迎和期盼广大海内外
人才亲临海南参加本次招才引智活动，
亲自感受海南这些年的发展。相信在建
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
幸福的“美好新海南”过程中一定能为各
类人才提供施展抱负、展示才华、实现梦
想的广阔舞台。

同时，即日起至30日，相关人才还可
以通过网络投递简历（zcyz.hainanhr.
com），对于部分岗位，特别注明需当场面
试环节，也请求职者留意并做好准备。关
于本次招聘会的更多信息请关注海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hi.
lss.gov.cn/）。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
心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258号。

广聚天下英才 共建美好新海南
——2017海南综合招才引智专场人才招聘会将于6月30日举行

附部分企事业招聘单位名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省卫生计生委（好医生
专项）、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南省人民
医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省国土资
源厅信息中心、海南省司法医院、海南省
海防与口岸办、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
心、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科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
海南省旅游学校、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海南省
南繁管理局、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口
市人民医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海口广
播电视台、海口日报社、海南东寨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出版社有限
公司、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海南省
建筑设计院、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海
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海航地产、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农垦控股集团、海
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总公司等，具体岗位以招聘会当天
发布为主。 本版策划/撰文 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