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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殿孝同志逝世
海南省军区离休干部张殿孝同志（副师职

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11日在海口市解
放军第一八七医院逝世，享年89岁。

张殿孝同志是山东章丘人，1928年4月出
生，1947年12月入伍，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入伍后历任战士、学员、副班长、干事、秘
书、股长、副政委、团政委、师副政委、海南军区
党委纪检办公室副师职专员兼办公室主任，
1983年离职休养，1955年荣获解放奖章，同年
被授予上尉军衔。

张殿孝同志的遗体告别定于2017年9月
14日9时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

海南省军区老干办
二○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 梁君穷

“我们要把世纪海岸小区打造成
海口垃圾分类的‘样板’小区。”在8月
31日召开的海口垃圾分类推进会上，
海口市美兰区环卫局副局长徐华说这
话时信心满满。

今年，海口加大垃圾分类推进力
度，按“干、湿垃圾分类法”，在全市
131家单位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徐华说这句话的底气何来？世纪海岸
小区推行垃圾分类有何高招？9月12
日记者来到该小区探访。

曲径通幽、翠竹掩映。世纪海岸
小区内，一座两层黄色小楼“隐秘”在

东北角的竹林后，楼外墙上“智慧分类
屋”五个字非常醒目——这是小区推
行垃圾分类的第一“招”。

智慧分类屋由海南易登科技有限
公司承建，该公司运营人员王菲菲告
诉记者，世纪海岸小区的业主是主动
找到公司要求建分类屋的。

2016年 11月，易登科技公司在
海口智慧垃圾分类屋项目中中标，
在琼山区试点做39个智慧垃圾分类
屋。“有业主看到这个新闻，分享到
小区微信群，大家都认为这对提升
小区环境很有好处，便主动找到公
司。”世纪海岸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
曹献平说。

智慧垃圾分类屋是如何运转的？

记者在小区看到，分类屋有两个窗口，
分别标注“干”“湿”字样。居民孙女士
拿着一袋贴着二维码的干垃圾走到窗
前，窗口挡板自动升起，她就将垃圾扔
进去。

垃圾屋内的环卫工马小玲从桶内
捡起垃圾袋，拆袋检查，确认分类无误
后，便称重扫描二维码，孙女士的积分
在系统中也相应上涨，积分可兑换话
费、洗洁精、肥皂等。此外，垃圾屋配
备负压除臭等智能设备，只需一分钟，
便可消除垃圾异味。

“如果居民家里的垃圾就是混在
一起的，怎么能指望后端再进行分
类？”曹献平说，如果把整个垃圾分类
过程看作一个“链条”，关键在“源头”，

也就是居民家里。
今年5月，在小区业主委员会的

积极争取下，海口市美兰区“双创”指
挥部给该小区划拨了两万元专项资
金，业委会用这笔钱给每户居民都订
制了家用分类垃圾桶——这便是第
二“招”。

45L“肚量”，乳白色桶身，桶被一
分为二，分别标注“干”“湿”，在小区居
民李晓荣家中，记者看到了家用订制垃
圾分类桶的模样。打开桶盖，两边都套
上了垃圾袋，湿垃圾桶里有蛋壳、菜叶，
干垃圾桶里是塑料瓶、快递纸盒。

世纪海岸小区垃圾分类还有一大
特点，物业专门制定了《鼓励垃圾分类
奖励办法》，给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进

行奖励——这是第三“招”。
现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分

可获双重奖励：既能兑换易登科技公
司提供的日用品，还可获得物业公司
奖励的游泳票。

实行垃圾分类后小区有了什么变
化？数据显示，该小区每天的干垃圾
回收量为3公斤至10公斤。而小区环
境也变好了，再也闻不到垃圾的异味。

“世纪海岸小区垃圾分类推行能
够走在前面，靠的是政府、物业、居民
三方的共同努力。其中，居民是最重
要的一环，只有大家真正从心里接受
了，垃圾分类才能做下去。”海口市环
卫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海口多措并举推进垃圾分类，世纪海岸小区摸索出三个妙招——

打造垃圾分类样板小区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见习记
者梁君穷）“评估现场环境，判断有无
意识，指定一人呼救求助，检查呼吸
和脉搏，摆正体位，胸外按压30次
……”日前，海口市120急救中心走
进海口义龙中学初一新生的军训场，
为600名师生培训急救知识，助力海
口文明城市建设。

从今年3月起，由海口市卫生局
主办、120急救中心负责实施的急救
知识普及大行动在机关学校、乡镇、
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义龙中
学培训是该行动的第101站。该行
动累计培训8300多人。

“急救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市民
能用知识守护生命，仅在今年8月
份，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就完成各类
培训班共30期，培训人员2997人
次。”海口市120急救中心主任助理、
培训科科长付杰介绍，急救培训活动
将深入进行下去，本周内将在海口美

兰机场免税店、海南省干部疗养院等
单位开展培训，周六将在万绿园开展
急救微课堂。

120急救中心在宣讲急救知识
的同时还招收急救志愿者，目前已组
建了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队，
120急救中心对志愿者进行助教或
导师授课培训，组织、发动志愿者们
以点带面进行急救知识宣传。

在海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支
持下，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队从
4月1日起，每个周六上午固定在万
绿园志愿者之家开展急救微课堂，已
累计开展23期，惠及近700名市民
游客。

“目前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
队共有7个分队，300多名注册志愿
者”120急救中心培训科导师李彬介
绍，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正在不断加入
其中，大家共同携手为海口的文明城
市创建出力。

本报嘉积9月13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王
日明）1927年的椰子寨战斗揭开了党领导的琼崖
武装总暴动的序幕。昨天下午，在琼海嘉积镇椰
子寨村椰子寨战斗登陆渡口处，记者看到，椰子寨
战斗主题雕塑已经基本建成(见上图，本报记者
袁琛 摄)，施工人员忙着收尾工作。

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以一面旗帜和一杆长
枪组合造型，旗帜寓意椰子寨战斗竖起的琼崖革
命武装斗争红旗23年不倒；枪杆子寓意琼崖武
装总暴动从椰子寨战斗开始打响，中共琼崖特委
从此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旗帜和长枪主题雕塑
总高度为9.23米，寓意纪念9月23日这一载入史
册的日子。

本报嘉积9月13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陈华宾）连日来，由琼海市
公安局牵头，协调森林公安局等责任
单位，在琼海市嘉积镇新民社区加快
推进“三市一区”创文巩卫工作，在
原有整治基础上加大工作力度，巡查
排查社区卫生环境，对发现卫生死
角、违法乱建进行登记，协调城管等

部门共同整治清理。
位于新民社区溪仔街附近的原

废弃电厂空地上杂草丛生，里面填满
各类垃圾。新民社区出动100多名
工作人员，对该区域进行全面大整
理。垃圾清理完毕后，附近居民纷纷
表示环境得到巨大改善。新民社区
将继续加大卫生死角排查力度，并强

化居民的环保意识，确保整改效果。
新民社区的加株园内道路两旁

存在乱搭乱建现象，驻点干部与城管
等单位依法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搭
建者自行拆除，但部分业主仍存在侥
幸心理。对逾期未整改的，驻点干部
与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强制拆除，有效
遏制了乱搭乱建行为。

精神文明创建进行时

海口市急救知识普及大行动累计培训8300多人

普及急救知识 助力文明创建

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
基本建成

9月13日，琼海嘉积
镇山叶社区市民在清扫叶
园文化广场上的积水。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清扫积水

琼海嘉积治理卫生死角和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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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隐私谁来护

■ 饶思锐

日前，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调研时，要求各级干部深入领会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利长远
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
史检验的业绩。（9月13日《海南日报》）

政绩观是干部对政绩的认知及其
态度反馈，其最终体现在干部施政理
念和施政举措上。《二程集》中有云：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
公私之间尔。”可见，干部的政绩观所
影响的不仅仅是干部本身，也会影响
到其所主政的部门和地方，并最终波
及相关行业和广大百姓。老百姓常

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但如
果火车头跑偏了，火车就可能会脱轨，
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对于一个部
门、一个地方而言，各级干部尤其是主
要领导干部，就是这个火车头，广大干
部的政绩观就是这列火车前进途中的
各种指令。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上下同心，才能使这列火车沿着正
确的轨道加速前进；反之，如果广大干
部树立了错误的政绩观，往不同方向
角力，就会使火车偏离轨道，偏离航
向，甚至会造成倒退或脱轨。

为官应立公仆志，从政最贵爱民
心。何谓正确的政绩观？概而言之，
就是干部对政绩的科学认知，并由此
采取正确的施政举措。用老百姓的话
来说，就是要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利国
利民、群众满意的官。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搞好社会治安是政绩；老有所
养，路无冻馁，黎民不饥不寒也是政

绩；兴办学校，培训教师，发展教育是
政绩；兴修水利，奖励耕种，解决好“三
农”问题也是政绩；植树造林，增绿护
蓝，把优良的环境资源保护好是政绩；
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注关心的事情，政
通人和、国富民康也是政绩……所谓享
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
者，同天下之忧。自古及今，无数贤官
名臣或把政绩写在了大地上，或把政
绩刻在了碑石上，或把政绩写进历史
中，或把政绩印在了人民的心里，他们
之所以能够千秋立祠，万世称扬，就在
于他们以为官避事为平生耻，能够苟
利国家生死以，能够常怀忧患之思、常
念人民之托，先天下之忧而忧。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在其
位，谋其政”，履行好自身职责；更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干出利民实
绩。从全国人民敬仰的好干部焦裕
禄、孔繁森等，到我省人民厚爱的好干

部林北川、牛开成等，这些优秀干部无
不是因在所在任上造福一方，干出了
人民满意的实绩，才被人民所敬爱。
一生多次贬谪的苏轼，可谓是“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的典型。他虽多次被
贬，却不以己悲，做了不少造福一方的
好事，如在徐州防洪筑堤，在杭州疏浚
西湖、修筑苏堤，在惠州引泉入城，此
外，还在各地建有泽被后世的东坡井、
东坡书院等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就是要各级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以百姓心为心，自觉从
人民利益出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还要各级干
部辩证、科学的看待政绩，秉承“利民
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的价值追求。有的官员，图虚名、爱作
秀，为求一时政绩，大兴面子工程、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政绩”虽然

“高大上”，对老百姓来说却不受用；有
的官员，认为政绩就是发展经济，为了
GDP不惜弄虚作假，违法违规上马低
劣项目，甚至以破坏生态环境、牺牲百
姓利益为代价，这种政绩就是古人所
言的“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还有的
官员，只看到眼前的政绩、局部的政
绩，而忽略了长远的政绩，只做短期能
见效的事，却不愿意做打基础利长远
的事，没有“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怀，甚至还会相互拆台……这
些错误的政绩观轻则贻误发展，重则
为害一方，必须要扭转。

为官一任，当常思为百姓谋了多
少利益，为地方发展立了何等功绩，留
下了什么让人记得住的政绩？只有各
级干部时常扪心自问造福何方，才能
勉励自己不在错误的政绩观中迷失，
不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不辜负人民
的重托。

为官一任当常思造福何方

推动资金回归实体
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日前发布，榜

单数据显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平衡态
势有所缓解，经济脱实向虚态势有所遏
制，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的成效初显，
多维度的数据显示资金正脱虚向实。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资金
向金融业集聚。但是，通过资产管理、同
业存单等创新业务，不少资金在金融体
系内“空转”，不仅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更可能在金融界衍生风险。因此，必
须引导资本向实体经济回流。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源，壮
大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由之
路。当前，在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上，传
统制造企业转型发展亟须向前推进，新
兴产业亟待培育壮大，稳固经济向好势
头更需金融活水的浇灌。作为实体经济
的血脉，金融必须坚守服务于实体经济
的职责，巩固现有的脱虚向实态势，加大
力度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回归。唯有虚
实兼顾、相互促进，才能稳步推动国民经
济向更好方向发展。 （许晟）

“对着卧室的摄像头IP地址10
元一个，拍摄到激情画面的20元一
个。”原本用来看护家里老人、孩子
或用作防盗的摄像头，竟然被不法
分子用于“窥私”，在QQ群和百度
贴吧等平台公开叫卖。

卧室是家庭的私密场所，未经主
人允许，不能随意进出。然而，在“窥
私”软件的帮助下，一些不法分子通过
家用摄像头，竟能对卧室情况了如指
掌，甚至还要以此牟利，在网上公开叫

卖。卧室隐私荡然无存，这是对公民
权利赤裸裸的侵犯。维护家庭隐私，
监管必须发力，对各类“窥私”行为从
严打击。此外，信息部门、摄像头售卖
方也要想方设法做好防范。这正是：

家用监控无人管，
卧室隐私遭窥探；
网上牟利浑不顾，
信息监管要从严。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汽车真要变“电”车了？
■ 石羚

9月9日，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一个论坛上表
示，我国已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
使用新能源汽车是行业的趋势，也是世界人民未
来出行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很多国家已出台了
类似的禁售日程，如英国、法国2040年开始禁售，
印度2030年禁售，挪威、荷兰2025年禁售。

有人说，“禁止销售燃油车，中国并不是第一
个，却是最重要的一个”。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但相比2016年中
国乘用车2500万辆的总产销量，新能源汽车的数
字，仍是九牛之一毛。可以说，中国发展新能源汽
车的态度和举措，不是盲目跟风，而是深思而行。

补贴政策实行的这八年间，新能源汽车业迈
出了市场化关键的第一步。不过，长期执行补贴，
容易使企业盲目扩张，甚至有个别企业钻空子“骗
补”，以低成本制造低端新能源车并通过补贴获
利，财政部去年就曝光了五家骗补企业并严肃追
责。长远来看，降低补贴幅度，既能减轻国家财政
负担，更能倒逼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加快转型步
伐，制造出真正让消费者受益的新能源汽车。如
果说执行消费补贴、确定禁售日程将新能源汽车
业“扶上马”，那么补贴退坡政策、完善支持体系将
为行业发展再“送一程”。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当下不少人对新能源汽车
的前景仍持观望态度，消费者的购买决心并没有随
着新能源汽车品牌、车型、数量的爆发而显著提高。
以北京为例，尽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愈发抢手，但上
牌率却并不高，徘徊、放弃者不在少数。这很大程度
还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存在短板，如动力、续航里程、
充电不便等。性价比、用户友好度仍然是新能源汽
车生产研发应该着力的主要问题。对于不少消费者
来说，购买新能源汽车，不过是走了一条曲线。即便
税收减免，即便好摇号，还是不由自主地以传统汽车
的标准来审视新能源汽车，甚至用着新能源，想着传
统车。所以，要让新能源汽车真正成为时尚、形成标
准、塑造名牌并“大行其道”，要走的路还很长。这正
是：新能源车路仍长，“大行其道”终有时。

（摘编于全国党媒公共平台）

自9月7日国家网信办印发《互联
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来，众多
QQ群、微信群主，有的温馨提示不能发
的消息类型，有的呼吁“保护群主，人人
有责”，有的把以前司法机关处理的相
关案例转发到群里供大家学习，有的主
动清理非实名备注群员，还有的主动解
散了不经常使用的QQ群、微信群，以
迎接“史上最严群组规定”的实施。

互联网群组，是不少人工作、学习、
生活中所依赖的社交工具，但同时也是
一些不法分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隐
蔽场所。但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群组
也必须“安好刹车再上路”。国家网信
办出台的群组管理规定，把握了时代脉
搏，顺应了时代发展，不仅能够有效保
护群组管理者、使用者，而且能够促进
互联网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使藏污纳垢
的互联网群组规范化、安全化。

“保护群主，人人有责”，虽然带有
调侃成分，但却是一句大实话。绝大多

数网民都加入了或多或少的互联网群
组，群组虽然有大有小，成员虽然有多
有少，群组空间看似也比较“私密”，但
互联网群组的本质还是一个公共场
所。在公共场所说话，应有的尺度和礼
仪还是必须遵守。只有每一名群成员
都严守法律红线、道德底线，努力做一
个好网民，才不会被群主“踢群”，这也
是对群主实实在在的保护。

群组是互联网企业的“孩子”，教育
好、管理好自己的“孩子”不学坏、不被坏
人利用是互联网企业必须履行的职责。
每个互联网群都相当于一个小型“媒
体”，由于群成员分布广泛，每个群成员
又建了N个群，一条信息可以迅速呈几
何倍数传播，具有强大的传播性和动员
性。如果群主不加强管理，一些违法信
息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群组大量传播，给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最终受
伤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当然，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也要落实信
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相
应管理制度，以制度“防火墙”来保护好
广大群主的安全和利益。（杨维兵）

“保护群主”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