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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近日，一股文明之风吹拂琼岛大
地——2 个全国文明城市、25 个全国
文明村镇、33 个全国文明单位、1 个
全国道德模范。这是我省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涌现出的一股重要文明力
量，展现的不仅有市容市貌，还有村
风民风，不仅有工作作风的改善，还
有家庭美德的传承。文明需要创建、
需要引导。这一个个文明载体，犹如
树立起的一座座灯塔，闪耀在琼岛大

地上，引领着全省上下向着文明的更
高处不断迈进。

文明，关乎形象，关乎群众幸福
感。近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管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
班上，结合省情提出了海南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
方面就体现在社会文明和人的整体素
质提升上。可以说，社会文明、文明素
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短
板。国际旅游岛就要有“国际范”，就
要有与国际相对标的文明素养。面对
短板，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及时补齐。

当前，文明之于发展尤显重要。
不同于以往，当前是一个流动社会，南

来北往，距离早已不是问题。人的流
动、聚集，无论是旅游，还是用工，都会
带来发展的强大推力。良禽择木而
栖。文明带来好口碑，这就好比巨大
磁石，吸引着人们接踵而至。而海南
作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如何才能让良
好生态发挥出最大效力，那就要积极
营造文明温馨的人文环境，形成人与
自然双重合力，为发展增添源源不断
的活力。

文明花开香满园。文明创建，瞄
准的虽是文明，但创建过程中，带动的
却是各个发展要素的提升。社会文
明，尤其是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是一
个不断涵养的过程，既需要锻造过硬

的工作作风，也需要创新革新社会治
理，既需要完善政务环境，也需要改善
社会环境。文明是“挑剔的”，需要“沃
土”来培育，而培育的过程正是发展要
素提升的过程。为发展计，我们要瞄
准文明创建持续发力。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开展社会文
明大行动，积极创建海南文明岛。这
是一个长时段、全方位的文明创建过
程，涵盖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
游、诚信教育、网络文明等诸多方面。
社会文明，是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重要内容，关系到海南的美好未来。
积极融入到社会文明大行动，争做新
时代的文明人，在文明创建中营造好

政风、好社风、好民风、好家风，正是我
们当前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文明创建无穷期。此次丰硕的文
明创建成果，让我们备感荣耀、振奋。
然而，摘取文明称号，不是终点，而是
新的起点。身为表率，担子也更重。
开创文明新境界，更需迎难而上，再接
再厉，将文明创建一抓到底。文明创
建，不仅关乎文明，还事关民生，事关
文化，事关海南形象，事关海南发展的
软实力，我们要不断增强文明创建的
自觉，积极开展好社会文明大行动，不
断拓展文明的内涵，推动社会文明迈
上新台阶，进而把海南打造成为宜居
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家园。

用文明提升为发展加速 别让噱头遮盖了诚意
■ 李思雨

今年“双十一”期间，海口的邱先生像许多“剁手
族”一样加入了“买买买”大军，他在天猫商城上“秒
杀”到了一个“11111元可以买到价值60多万的跑
车”，这样的好事让他无比激动，然而第二天与客服
商议提车的具体事宜后，他开始懵圈了，原来他所支
付的11111元并非是购买整车的价钱，而只是购车
的定金。（11月21日《南国都市报》）

每年“双十一”都会掀起一股消费狂潮，各路电
商更是抢抓这一难得“黄金档期”，试图赚个盆满钵
满。他们往往是以高价商品低价销售的方式来博取
眼球，但其中不乏虚假促销，正如邱先生所经历的那
样，稍不注意便中了商家圈套。这样的虚假促销现
在愈演愈烈，花样不断翻新。比如，动辄“跳楼价”

“疯狂价”，表面上看，消费者似乎占了便宜，其实算
下来最终的价格并没有降低多少。对此，消费者戏
称“‘双十一’不要欺负我们数学不好。”虽是戏谑之
词，但反映出对部分商家假促销的反感。

这件事从出现到最终的解决，不仅给消费者以
教训，更是为不良商家敲响了警钟。就商家来说，诚
信经营、本分守己是做生意的基本底线，以高品质的
商品、优质的服务留住消费者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
靠所谓的“噱头”来迷惑消费者。消费者的眼睛是雪
亮的，缺乏了诚意的促销，失去的不仅是自身的声誉，
更是潜在的消费者。倘若再背个“虚假经营”的名头，
那么，其在电商的生意圈中恐怕难有一席之地。

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作为消
费者，我们要理性消费，不要被所谓的优惠活动迷失
了心智。在网购时，尽量选择信誉度高的商家，通过
正规的第三方支付渠道进行支付购买，同时，也要谨
防不法分子盗取个人账号等信息，造成财产损失。
除此之外，消费者还要积极维权，发现商家经营过程
中存在不诚信行为时，要及时通过工商部门、消费者
协会等渠道进行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商家开展促销，让利于消费者，本是提高自身
美誉度的一大机会。但倘若口惠而实不至，缺少
诚意进行虚假促销，无疑是给自己贴了一个不诚
信的标签，非但不能提升美誉度，还有损自身形
象，实在得不偿失。因此，我们欢迎有诚意的促
销，抵制虚假促销。

“至少要先买24节课”“必须先
缴第一期课，5万元”……类似的预
付费形式，在教育培训中并不鲜
见。一次性预付课时，成为行业不
成文的收费规矩，少则几千元，多则
高达二十万元，各种五花八门的课
时和班型都要求家长们“一次性提
前买单”。

一边是旺盛的培训需求，为了做
好起跑线上的教育，家长为孩子纷
纷报名各类兴趣课程，另一边却是
脱缰的培训市场，培训课时费水涨

船高，甚至还要提前预付动辄上万
元的费用。更为让人诟病的是，付
费容易退款难。在如此畸形市场
下，一些培训方盆满钵满之后携款潜
逃，徒留家长愤恨不止。显然，这样
的预付费模式亟待完善。这正是：

培训先收预付款，
为了孩子狠买单；
商家得钱全不管，
预付受骗维权难。

（图/美堂 文/张成林）

预付费里多陷阱

@人民日报：疫情防控怎能变成
空防？湖南桃江处理聚集性肺结核事
件责任人，多名官员被问责。但这仍
让人难释重负。面对疫情，本该防控，
却变成空防。如果一出事，就下意识
地选择能瞒就瞒，瞒不了就捂，捂不住
就阻拦，拦不住就推诿，难免出现小事
变大、大事变炸。公共卫生事件来不
得半点糊弄，让捅娄子者没面子、捂盖
子者丢“帽子”。

@新华网：以严厉问责捍卫生态底
线。8省区上千名干部被问责，一场环
保风暴令人震撼。有权必有责，失责必
追究。中央环保督察敢于动真碰硬，彰
显制度威力。建设美丽中国，各级干部
责无旁贷。以问责传导压力，让生态底
线成为高压线，持之以恒抓下去，才能
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中国青年报：11月17日，沈阳市
一路口发生三车连撞。因第一轿车在
一处斑马线前停车避让行人，导致后
方两辆轿车刹车不及追尾。不少人都
将这场连环追尾归咎于“礼让行人惹
的祸”。前车、后车都不习惯按照交规
的要求在驶近路口、斑马线时减速，结
果因避让行人而连环追尾，这与“礼让
行人”的要求没有关系，而应反思自己
的驾驶习惯。 （邓 辑）

■ 邓瑜

近日，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白沙
门中村 11 号群租楼突发电动车火
灾。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奋战半小时
将大火扑灭。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近年来，电动车引发的
火灾屡屡发生，已然成为我们身边的
不定时“炸弹”。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防治电动车火灾如何才能“吃一堑，长
一智”？

电动车以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
为海口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交通工
具。截至2016年底，海口市登记上牌
的电动车数量超过 60 万辆。电动车
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人群的首选
交通工具，他们所居住的群租楼和居
民小区人员密集，消防条件堪忧。加
上大量电动车违规停放，甚至占用消
防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
群死群伤事件。保有量高、覆盖人群
广，因电动车引发的火灾已经不仅仅
事关电动车车主，还严重威胁着广大
海口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引发电动车火灾的原因，不外乎长

时间充电、非法改装、电动车产品质量
不合格、使用劣质的充电器和私拉乱接
电线等。据消防部门统计，八成以上的
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充电过程中。为遏
制电动车火灾频发势头，海口市政府于
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出台了专项整
治通知；2017年，海南省公安厅印发《关
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工作的通
告》，明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要落实

“六不准”。政策千条万条，关键还在于
落实。不从源头监督落实问题电动车
产品退市，不整治解决电动车违规停放
和充电问题，电动车火灾恐怕始终是

“潜伏”在人民群众身边的重大隐患。
防范电动车火灾，不是一个部门或

一个街道的事，我们需要进行联合整
治，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基层派
出所民警、网格员要切实尽到火灾监督
义务；住建部门、基层乡镇、街道要协力
抓好电动车集中停放场所的建设；广大
民众要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
自救能力，勿存侥幸心理。今年2月9
日，海口万福新村发生电动车火灾，245
辆电动车被烧毁，火灾场景仍然历历在
目。电动车火灾是一大隐患，我们不能
因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心存侥幸，而
要吃一堑长一智，深刻拷问我们的管理
短板，切实杜绝电动车火灾的发生。

齐抓共管杜绝电动车火灾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广告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定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海口市和平大道

安信大厦A座802房产，产权证：海房字第HK000485号，建筑面

积：153.96m2，参考价格5500元/m2，竞买保证金20万元，保证金

账户：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

分行营业部，账号：39210188000584353，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

担。展示和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1月28日17时

止，详情请关注“京海拍卖”微信公众号。

电话：18289977606 13016269951 68534238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20171129期）

环境保护综合督查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

知》（国办发〔2014〕56号）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琼府办〔2015〕100号），我厅决
定从2017年11月22日起至12月底对儋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情况开展综合督查，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来信
来电或通过电子邮箱向我厅反映儋州市辖区内的环境保护问
题，提出加强儋州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65236169
联系人：陈粤 黄冬瑜
电子邮箱：hainanhuanbaojc@163.com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7年11月22日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日上午10：00时在我

公司公开拍卖：

海口市白龙南路 40号琼苑广场 J幢 1506房产和H1幢
106号车库。参考价122.43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11月22日至11月29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30日上午12时前来我公

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符合海口市房地产限

购政策要求的条件，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办公楼第七层

电话：66753060 66753061 联系人：吴先生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15期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12月9日15时00分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举行拍卖会，现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振昌路283.68m2土地

使用权（证号：文国用（2009）第W0101983号）及地上建筑1255.60m2

房产（房产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21297号）。 参考价：280
万元，保证金28万元。二、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
亚大厦九层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三、标的展示时间及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7年12月10日17:00止，逾期将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四、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年12月10日16:00
前；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海口国贸支行；账号：898900457310708。五、咨
询、报名、拍卖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联
系电话：0898-31650777 18907588848张经理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209期）

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改项目B0103地块
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改项目B0103地块用地位于面前坡路东侧,
属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户区改造策划及规划设计B0103地块范围。
项目拟建2栋地33F/-3F住宅楼（底层裙房为商业，地下室含夹层），地
上面积34886.5m2/地下面积10291.36m2。因受用地条件限制，规划
设计方案中拟建建筑退让东侧用地红线不足，但根据日照分析图纸结
论，新建建筑不影响既有建筑的日照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
11月22日至12月5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
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栋南楼2047房海口市规划局用地规划技术审查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1月22日

遗失声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遗失海南省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门诊收费专用票据7张，票据号码

04079787、 04079788、 04079789、

04079790、 04079791、 04079792、

04079793，声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7年11月22日

一、项目概况：文昌木兰湾省级储备地块第一期围栏（墙）建
设工程位于文昌市铺前镇，施工长度6590米，施工期100日历天,
现以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定该工程施工单位。二、报名要
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具备有良好信誉；3、具备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
以上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4、不接受分
包、转包，不接受联合申请；5、报价原则不超过160万元。三、报名
须知：须项目负责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
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以上材料核原件，收盖章复
印件）。四、报名时间：于2017年11月28日下午5:00前；上午8:
30-11:30，下午15:00-17:00。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贤
路9号406室。联系人：何工，0898-65236159。

公开招标文昌木兰湾省级储备地块第
一期围栏（墙）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17年11月22日

一、项目概况：文昌木兰湾省级储备地块第一期围栏（墙）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位于文昌市铺前镇，为做好文昌木兰湾省级储备地块
第一期围栏（墙）建设工程监理工作，现向社会征选该项目监理单
位。二、征选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具备有良好信誉；3、具
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资质（含）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乙级资质（含）以上、具备公路建设工程乙级资质（含）以上；4、不接
受分包、转包，不接受联合申请；5、监理费用原则上不超过人民币
3.2万元。三、报名材料要求：1、报价函；2、须项目负责人持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
书副本；3、公路、建筑、市政工程监理业绩;4、监理方案。（以上材料
核原件，收盖章复印件）。四、报名时间:于2017年11月27日下午
5:00前；上午8:30-11:30，下午15:00-17:00。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406室。联系人：何工，0898-65236159。

公开征选建设工程监理机构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17年11月22日

受海口市财政局委托，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合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照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进场交易相关规定，对海口市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简称“车改车辆”)在海南产权交

易网（www.hncq.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转让，欢

迎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报名竞买。现就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和中国境内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与竞

买。

二、处置标的：本批次处置车辆包括丰田、海马、北

京现代等多个品牌的车辆共58辆（详见网站车辆明细

表），处置车辆不含车辆号牌，并以展示或实际状况竞

买和交付。

三、参与竞买方式：报名和竞价均通过网上进行，

竞买人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进入

“海南省公车车改车辆网络竞价专题——海口市第三

批公车处置网络竞价”页面，查看车辆详细信息，选择

竞买车辆，按照《海口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

置网络竞价操作指南》和《海口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

消车辆处置网络竞价须知》及网络竞价页面提示，使用

淘宝账户（经支付宝实名认证）进行报名和参与竞买。

四、保证金交纳方式：竞买人参与网络竞价须交纳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按车交纳，每辆车的竞买保证

金均为人民币1万元，竞买保证金交纳按照网络竞价

页面提示通过网上支付，不接受网下或现场交纳竞买

保证金。

五、公告期限：2017年11月22日至12月5日

六、网络竞价开始时间
2017年12月6日上午9时起开始网络自由竞价，

每辆车自由竞价周期为24小时，自由竞价周期结束前

2分钟内如有新的报价则启动延时竞价，每个延时周期

为5分钟。本次处置车辆按序号顺序分为若干组，第1

组竞价开始时间为12月6日上午9时，之后各组开始

时间依次向后推10分钟。

七、车辆展示
集中展示时间：公告期间竞买人可自行前往车辆

展示地点了解处置车辆情况，集中展示时间为2017年

12月4日至5日共2天，上午8：30—12：00，下午14：

30—17：30。

展示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海南文化体育公

园史志馆前广场

八、网络竞价培训时间：2017年11月29日至30

日共2天，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培

训地点：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

银行大厦18楼）。

九、办理车辆成交及过户手续
竞买成交的买受人请于2017年12月8日、11日

共两天，到海南产权交易所办理成交确认手续、交纳成

交价款和费用（竞买人不得自行在淘宝网上缴纳费

用），并提取车辆，按《网络竞价须知》规定自行办理过

户。请买受人务必在规定时间前来办理，以免造成违

约。办理过户手续后，凭相关证件材料复印件到海南

产权交易所办理退付保证金手续。

十、重要提示
1.请竞买人仔细阅读《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网络竞价操作指南》、《海口市第

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网络竞价须知》、

《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竞买

人承诺书》。

2.竞买人一旦报名参与竞买，即表明完全知悉并

接受上述文件中的各项内容（详细内容见附件）。

十一、附件（见海南产权交易网）

1.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

网络竞价车辆明细表

2.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

网络竞价须知

3.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

网络竞价操作指南

4.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

竞买人承诺书

联系电话
业务咨询电话：66558030 66558003

网络服务电话：66558001 66558002

成交服务电话：66558038 66558033

资金结算电话：66558027 66558032

电话咨询时间：正常上班时间：上午8:30—12：

00，下午14:30—17:30。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2日

海口市第三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网络竞价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