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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钱跑路的套路何时能终结？

@新华网评：用铁拳重击“村
霸”。江苏东海一“村霸”把持村“两
委”，啃食村民利益，最终被查处。相
对于那些“大老虎”，群众对身边的“小
老鼠”更为痛恨。惩治基层腐败，必须
向“村霸”亮剑。既要铲霸除恶，也要
查处“保护伞”，坚决把“村霸”的嚣张
气焰打下去，还乡村一片净土。

@新京报评论：算法推荐时代，
“儿童邪典片”的毒性超乎你想象。这
几天，一篇题为《一群变态锁定观看
YouTube的孩子，我以前为他们工作》
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邪恶动画将
变态片段穿插在吃饭、睡觉、游戏、聊
天等场景中，让打针、堕胎、砍头变得
寻常。久而久之，孩子们对于许多危
险和暴力行为的容忍阈值就会降低，
并且可能会上瘾。不可不警惕！

@光明日报：别把家庭变分校！
近日，微信朋友圈被一条“深夜咆哮”
的小笑话刷了屏。家校合作，有把家
庭变为第二课堂，把父母变为老师助
教的倾向，似乎一切围绕学校教育转、
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就是家校合作的成
功。显然，这是学校中心主义的体现，
是无视家庭与家庭教育特点和规律的
体现，也是忽视人过一种完整而幸福
生活需求的体现。 （张 辑）

■ 李科洲

当鸡蛋与石头发生冲突，你选择
支持谁？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给了我们一个答
案：“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
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那么，当车与人发生冲突时，我们
该怎样来看待呢？

1月21日，在海口市上邦百汇城人行
道上，一辆轿车多次鸣喇叭，让市民陈女
士让路，导致两方发生争执。轿车司机刘
先生的妻子下车，打了陈女士一巴掌。

且不论对错吧，在这起车与人的
冲突中，车是强势的一方，人们更多的
是对行人产生同情感。

赶来处理的民警对双方都进行了教
育。他们认为，首先，轿车一方在闹市区行
人密集的地方不应该多次按喇叭；其次，轿
车里的女子先动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也是
有错在先。对于陈女士一方，民警则指出，
她和其亲友持续攻击轿车一方也有过错。

民警处理案情肯定要分清对错与
责任。但我们如果站在人文的角度，就

应该像村上春树那样，怀着一种悲悯的
情怀：“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
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汽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
明追求速度，行人则代表一种缓慢；而
在有着坚硬外壳的汽车面前，人是脆
弱的存在。

当坚硬面对脆弱，汽车就会天然地
产生一种优越感；当缓慢阻碍快速，汽
车就会不耐烦。于是，汽车就会一再按
喇叭，提醒行人让路，甚至大打出手。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汽车冲到斑马线，
把行人逼退回路边；于是，我们就会遇
到，汽车奔驰过水坑，溅了行人一身污。

我们还记得，2009年，杭州市发生
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飙车撞人案。一辆
跑车超速行驶撞飞一行人并致其死亡。

车是傲慢的，它傲慢得“理直气壮”。
但是，我们该提醒车主了，工业文明并没
有给其不文明的理由，不要傲慢得只剩下
一块冰冷的铁，而失去了柔软的心。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国不少地方，
车让人的文明行为已经蔚然成风。在
海口，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活动也正在
开展。然而，从海口这起车与人的冲
突来看，人的尊严还需要彰显，车还需
要多多学会谦逊与礼让。

车，请不要对人傲慢

政府要用自己的“紧”
换市场的“活”

新年伊始，中央几次会议聚焦营商环境，各地
陆续召开的两会上，优化营商环境也成为高频词。
一个强烈信号是，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2018
年，从中央到地方将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让市
场更有活力，企业信心更足，百姓更有获得感。

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国6.9%的近年最高经
济增速格外抢眼。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
家，中国实体经济出现明显回暖，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增幅超过20%。

我国实体经济向好的背后，离不开近年来中
央和各级政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持续深化营改增等财税改革为企业减负，增
加市场活力。2017 年我国为企业减税清费超万
亿元，全国新登记企业607.4万户，日均1.66万户，
创业创新热情高涨。

2018 年对我国而言，迈向高质量发展，亟须
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培养更多有竞争力的企
业。虽然我国在全球率先推出减税举措，但企业
呼吁进一步减负的声音不容忽视，必须抓住当前
稳定的外部环境窗口，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着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府还要将减税降
费继续推进，下决心过“紧日子”。减税降费举措
出台了很多，如何让纳税人切身有感？一方面，要
打通税收征管环节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减税政
策落到纳税人身上；另一方面，全国要抓紧建立收
费项目一张网，收费要公开透明，坚决防止不合理
收费死灰复燃。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政府自身要更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进一步压缩不合理开
支，优化支出结构，更多为民办实事。政府要带头
坚决制止一切损害企业家、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真正成为企业信任的“娘家人”，帮助企业
转型，把经济管理权放到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社
会管理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更好地解决
企业“难点”“痛点”“堵点”问题。

政府的日子紧起来，市场的活力才能强起来，
百姓日子才能好起来。 （韩洁）

“全面二孩”时代，月嫂市场火
爆，不少“金牌”月嫂月薪上万元仍
供不应求。据调查，一些月嫂号称

“金牌”，却无培训经历、无相关证
件、无工作经验。而且高级育婴师
等证件发证混乱，几百元就能买到，
一些家政公司还自制“金牌月嫂
证”。

月嫂市场火爆，为就业拓宽了
空间，是一个好现象，但如果良莠不
齐、泥沙俱下，那就必须引起重视

了。没有工作经验、培训经历，却依
然可以获得“金牌”证书，足见月嫂
市场的混乱。月嫂服务关系到千家
万户，对月嫂市场必须严格规范。
这正是：

金牌月嫂上万元，
买个证书几百钱；
没有培训缺经验，
如此混乱当严管。

（图/王铎 文/张成林）

月嫂市场谁来管

■ 饶思锐

“我交了 800 元押金说好的拍个
全家福，照片还没取到手，这个婚纱店
就关门走人了，要追讨押金也是被‘踢
皮球’，不知道该怎么办？”1月21日，
琼海的黄女士向南国都市报反映，有
多名消费者与黄女士遭遇同样事，涉
及资金10多万元。（1月23日《南国都
市报》）

发行预付卡、收取押金等行为
是商家回笼资金、绑定客户的常用
套路。商家折扣让利，消费者圈存
图实惠，这本是忠诚客户与商家间

的双赢互动，只是在消费者看中商
家些许优惠时，商家却惦记着消费
者的预付款和押金。近年来，一些
企业收取预付款或押金的套路十分
熟络，从房地产公司、理财公司、共
享单车企业，到身边的健身馆、理发
店、洗车行、餐饮企业等等，总能让
消费者乖乖交预付款或押金，购买
许诺中的商品或服务，这些企业中，
有的的确能信守承诺，兑现商品或
服务，有的则在收取客户预付款或
押金后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然后换
一个地方开始新的套路。

不一样的商家，却是一样的套
路。圈钱之始，这些商家无不是大力
促销搞宣传，吹得天花乱坠，便宜又
实惠，“错过等一年”，以超高折扣让

利，充值越多越优惠礼品越多，以达
到短期吸引消费者大量圈存的目
的。这些套路对于消费者而言，防不
胜防。一些消费者存在“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的想法，对这些商家根本
不设防；有的认为店大不会欺客，“是
大品牌，不怕”；还有的会谨慎点先小
额充值，发现商家会兑现承诺，便心
理防线崩溃，大额充值，最后一步步
被套牢……等到消费者想要商家兑
现服务承诺时，才发现商家早已人去
楼空、关门大吉。

一再发生的商家圈钱跑路、套现
走人行为，让消费者成为待宰的羔
羊，更有甚者，一些商家还打起了“游
击战”，频频更换地点，如割韭菜般割
了这茬割那茬。这种行为的大量发

生，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利益，还
恶化了区域商业环境，更会影响到相
关部门的公信力和城市的形象。对
此，相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而应该
强化管理、严格防范、加强追责，既在
商家发行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或收取
押金前做好备案登记管理工作，又在
事中做好跟踪管理，并在商家跑路后
加强追责查处，列入黑名单，决不允
许相关商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
其他地方继续坑害消费者。相关部
门只有强化监管和追责，对跑路商家
围追堵截，让其无路可跑，才能切实
维护好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当前，一
些商家之所以能跑路、敢跑路，就在
于一些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查处不
及时，给一些不良商家留下了有机可

乘的空子。
当然，面对频频发生的商家圈

钱后跑路行为，消费者也该吃一堑
长一智，切莫再为蝇头小利，而沉浸
在 折 扣 、实 惠 的 套 路 中“ 不 可 自
拔”。在商家鼓动交付各种预付款、
定金、押金、诚意金时，消费者不能
只凭商家的广告或口头承诺，就一
时脑热盲目交钱，而要对商家的资
质、经营状况、营业模式的可持续性
等作出基本判断，在交钱时既要坚
持签订合同，明晰退款途径、退款标
准等权利，也要索要好发票等凭证，
为自己维权留存证据。只有消费者
擦亮双眼“长点心”，抵制低价折扣
的优惠，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被骗风
险，避免被不良商家套路。

广告

海南琼北大草原发展集团招聘公告
海南琼北大草原发展集团是以建设琼北大草原为基础，集

现代农业、加工业、旅游业为一体的多元化、现代化大型国有公
司。现因事业拓展需要，现招聘以下人员：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1、文秘1名、文员1名，旅游策划专员2名，性别不限，全日

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工作经验者优先。2、财务会计1名，大
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财务工作经历。3、兽医1名，兽医类相关
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兽医工作经验。4、工程项目管理
1名，性别不限，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经验者优先。

二、招聘待遇
1、工资3800-5000元/月，试用期3个月。
三、应聘方式
1、应聘者请将简历发至邮箱：277961392@qq.com，资格审

查合格者，面试时间另行通知。2、招聘时间：2018年1月20日-
2月20日止。3、工作地点：海南琼北大草原发展集团（原文昌市
罗豆农场）4、联系人：卢先生、钟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695777
海南琼北大草原发展集团

2018年1月19日

遗失声明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 2 张 ，票 号 分 别 为
00325552、00325553，现声
明作废。

公 告
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已于2015年12月启动征收并进行了房产权

属调查。调查过程中，我部无法与现场征收编号为北官D4,位于琼
山区府城镇北后街十四号诚志大厦南面一至九层房屋(房屋所有权
证号为琼房字第忠介970056号)的产权登记人之一邢思取得联系。

现请上述房产的产权登记人之一邢思或其继承人或相关第三
方权益人持合法产权证明材料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主动与
我部取得联系，接受征收调查。逾期未主动联系，也未接受调查的，
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思泉
联系电话：13006082896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8年1月22日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

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

米，其他建筑15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

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

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海南省药食同源植物资
源重点实验室

海南省药食同源植物资源重点实验
室是海科院与海南万特制药为促进“医药
产业”发展合作建立的。该实验室以海南
岛丰富的热带药食同源植物资源为研究
对象，运用生物学、食品化学、药物化学和
现代分析手段，对药食同源植物资源开展
化学成分提取和分离工艺、结构测定、生
物活性与功能、食用质量评价的研究，促
进海南省药食同源植物资源开发。

海南现有野生维管束植物4000余
种，占全国种类的15%，很多植物被当地
人当作药食同源资源使用。大力研究开
发药食同源植物资源，不仅有利于海南
旅游业发展，还可促进海南医药产业和
饮食文化的发展。

目前，海科院李桂娟教授的《椰子壳
纤维素晶须可控制备及增强生物复合材
料应用研究》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罗海希
老师主持的校中青年基金项目“创新创业
教育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天

然药物学》为例”，指导学生研发制作天然
降压茶和艾灸条等产品，激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创业热情，在海南省创新创业大赛
中获得多个奖项。其中，“银花蜂蜜饮的
市场开发与推广”“高校营养早餐”等项目
还获得了相关企业的投资意向。实验室
成员卢利方博士的《海南尖峰岭草药叶下
珠没食子酸提取工艺研究》和《不同来源
赤芝营养成分分析》项目，邵泰明博士的
《海南木莲药用成分提取及活性研究》项
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海南省特种机器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省特种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是海科院与南昌艾克威尔机器人有限
公司合作，对应“低碳制造产业”发展筹
建的。该中心的科研团队近年来承担了
省部级以上项目24项、专利18项，其中
面向危险环境的作业机器人关键技术研
究5项，包括极限环境下危险品检测的
多感官机器人系统等。全自主危险品泄
漏巡检机器人系统研制完成后，能在结

构环境或非结构环境下全自主进行危险
泄漏巡检，通过移动机器人平台搭载危
险品泄漏探测模块，实现被监测区域内
的实时巡检作业任务，在发生异常时及
时报警并定位泄漏点。

该中心主要针对石化、油气和危险品
储运行业，对化工泄漏机器人和化工除锈
机器人展开研究。化工泄漏机器人，可以
对危化品仓储区进行全天候监测，实现对
危险品泄漏源的快速准确定位并及时预
警，有效避免危险化学品事故。化工除锈
机器人针对目前储罐采用人工喷砂、人工
刷漆，存在作业风险大的问题，通过储罐
自动除锈和防腐技术，消除作业风险。此
项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将极大降低由于安
全隐患带来的经济财产损失，确保从业人
员生命安全。目前，相关研究资金、场地
研发设备和研发团队已经到位，正在调查
用户需求，开展定制化研制。

海南省老年健康管理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省老年健康管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是海科院与爱德华“海南”健康服务
有限公司为了促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合
作建立的。该中心致力于研究热带独有
的老年健康管理及产品工程，探索适合
海南地域特点的老年健康管理模式；打
造特色老年健康管理示范基地（云龙校
区“六院一馆”项目，集医院、养老院、优
抚院、养生院、健康管理学院、日间照料
院和中国长寿博物馆于一体，为老年人
提供医疗康复、养生养老、度假休闲的服
务场所）；开发可穿戴式老年健康和生命
体征监测系统以及脑科学研究等。

目前，该中心的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健康管理专业于2015年被教育部、国
家卫计委，民政部授予海南省唯一的全国
养老服务专业示范点称号；2016年被海南
省教育厅评为省级骨干专业；被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和教育部列为全国职业院校残疾
人康复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单位；2015年与
海南医学院合作开办了海南省第一个健康
管理专业“3十2”本科班，已连续招生。

该中心主任焦解歌教授被选为全国
老年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
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主任、海南省科普

作家协会主席。在他的带领下，成立了
华大基因海南干部培训学院、中国（海
南）东盟高级医养人才培训中心。

目前，该中心与天来泉（爱德华）海
南健康服务有限公司、海南省绿康元职
业培训学校、深圳华大基因、天津爱在六
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展校
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已承担国家和省
部级项目14项，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6
项，科研经费300余万元，获省部级科技
奖4项；与50多个单位建立了“产学研一
体化”的合作项目，申请专利8项：一种
人参功能保健运动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远程穿戴式生命健康监护系统开发与应
用示范，可穿戴人体参数无创连续监测
仪器，基于光电色素浓度谱测量的无创
肝功能分析仪器，一种去血氧波动干扰
的肝储备功能检测装置，基于链码算法
的蓝牙计步器，基于脉搏波信号和心电
信号测量动脉血压装置及测量方法，血
氧饱和度监测软件系统。以上这些专利
产品已经或即将投入生产使用。

中心指导天来泉养生中心，建立天来
泉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实训

基地，为其提供科技支撑。天来泉养生中
心经济收入稳步上升，已取得技术性收入
约1000万元；开展多项技术攻关和科技
研发，共同研发了一系列具有先进水平的
老年健康管理产品和技术，如：远程穿戴
式生命健康体征的研发及应用示范在同
领域中属于技术领先水平；与华大基因合
作进行“脑健康”基因分子生物学检测和
技术研发；开发了人参皂苷运动性功能饮
料，该饮料有抗疲劳、营养心肌的功能。

以科学技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高
校的职责和使命，海科院勇于担当，积极
投入人力物力展开专业研究。目前，在海
南省科技厅、教育厅的支持下，药食同源
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特种机器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老年健康管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的建立，契合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确定的医药、医疗
健康、低碳制造3个重点产业发展的需
求，适应了学校化学工程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和健康科学学院的发展需求，将在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创新两个
方面，为海南经济社会的繁荣作出新的贡
献。 （策划/徐杉 撰文/谢林 李婵）

助力海南经济发展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推进省级重点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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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科技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海科院）是海南省民办高校中唯一以工科专业为主的院校，学校以服务海南经济发展为己任，聚焦海南省“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12个重点产业中的“低碳制造业”“医疗健康产业”“医药产业”“油气产业”4个重点领域，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海南重点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在海南省科技厅的支持下，海科院先后获准筹建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两个省级重点工程技术中心，搭建起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