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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本报评论员 张成林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
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
者。

1978 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
平同志曾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
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
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得益
于思想大解放，我们党召开了著名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波
澜壮阔的伟大历程。40年后，站在新

时代的潮头，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建设自贸区（港），同样要在思想
解放上下功夫，要敢闯、敢试、敢干，
切实用好思想解放这一重要法宝。

“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
大突破。”自贸区（港）建设，是领风气
之先的庞大系统工程，前进路上必定
困难重重，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倘若我们安于现状、等待观
望、无所作为，那么，就没法建设好自
贸区（港），就会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
良机，就会辜负中央和人民的期望。
所以说，我们必须拿出“冒”的勇气、

“闯”的干劲，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不断创造新经验，不断取得新胜利，而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解放思想。通
俗地说，就是胆子要大。

没有思想的先导，就没有行动的
跟进。常言道，胆子不大难成事。稍
微一碰到压力和挑战，就妄自菲薄、不
思进取、习惯于“等靠要”，这是胆小懦
弱的表现，是干事创业的一大障碍。
相反，面对各种困难、阻力，敢于冲破
思想观念的束缚，敢于革除体制机制
的弊端，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
于打破条条框框、思维定式，敢于迎难
而上、快步向前，这才是胆子大的体
现，才是解放思想、放手去干的应有姿
态，才是我们建设自贸区（港）亟需的
精神状态。

当然，胆子大的同时，步子也要
稳。大胆去闯去干绝不意味着乱闯乱
干。解放思想必须讲究方式、方法。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明白，“解

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
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
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
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因此，我们
决不能好大喜功、急躁冒进、急功近
利，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搞成瞎干
蛮干、顾此失彼，而要坚持解放思想
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一切从省情
出发、从实际出发，把每一步走好、走
稳、走出成效。

让步子更稳，还得心存敬畏，行
有所止，守好原则，守住底线。身处
南海之滨，海南区位独特，所肩负的
使命也很特殊，必须守好应有的底
线、红线。比如说，既要严守法律底
线，也要坚守生态红线，既要维护好
百姓利益，又要保障好国家利益。就

当前来看，最为紧要的就是坚决守住
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生态环
境保护等底线，禁止“黄赌毒”。要深
刻认识到，建设自贸区（港），不是什么
项目都要，必须符合海南的生态需求、
发展定位，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行稳致
远，保证正确航向。

谚语有云，“心要热，头要冷，胆大
心细有作为”，说的就是，若想成事，
既要胆大，又要步稳。胆子要大，步
子要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解放
思想必须着重把握的重要内容。如
果把自贸区（港）建设比喻为深水行
舟，“胆子要大”带来的是动能，“步子
要稳”保证的是方向，倘若动能与方
向兼具，我们定能开辟出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新的境界。

胆子要大 步子要稳
——以什么样的姿态建设海南自贸区（港）系列谈④

随着健康理念不断深入人
心，一批设施精良、服务精准的体
检机构应运而生，成为守护人们
健康的一道防线。然而在行业迅
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准入门槛低、
专业人才少等原因，体检机构良
莠不齐的问题日益凸显，一些体
检机构表面“薄利多销”，实际“等
鱼咬钩”。

近年来体检机构发展迅猛，它
们相较于传统医院的体检科来说，
理念更加先进，服务更加精细化、
个性化，这本是利民之事。但是由
于行业准入门槛过低，导致乱象丛

生，一些体检机构不在专业上下功
夫，反靠“薄利多销”的噱头吸引民
众以便“宰”上一刀，搅浑行业清
水。对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强行业
监管，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对扰乱市
场秩序、诱导欺骗消费者等行为重
拳出击，让健康中国战略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

体检产业本利民，
奈何良莠不相齐；
为把利谋生乱象，
须得重拳严打击。

（图/朱慧卿 文/邓瑜）

健康之事莫忽悠

■ 王立彬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
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政治
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这样一支铁军，是协同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
的中坚力量。

这样一支铁军，要打好污染防治
这一场攻坚战，要打赢蓝天保卫战，
打出一片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要深
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出一
派河水清清、鱼翔浅底的景色；要全
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让大
家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另外，还要
打造美丽乡村，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
光。这场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
度大，这支铁军就要按打大仗、硬仗、
苦仗来打造。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
过度开发、粗放利用造成的。根本改
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改变过多依赖
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
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

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
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
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这样一支铁军，包括山水林田湖
草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保护、
督察执法等专业队伍，也包括从政府
到社会的各方面力量。

为此，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坚决
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就
需要各相关部门履行好生态环境保
护职责，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
作、共同发力。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铁军是一个
光荣的称号，首先因为这是党领导下
的队伍。要认识到生态环境是关系
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
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
建设的政治责任。

享有铁军的光荣称号，还因为其
无穷伟力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急、所想、所盼，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这样才能在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的同时，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使攻
坚战和持久战成为一场人民战争。

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点“站”成景
才能留住更多游人
■ 侯小健

近日，位于我省主要公路干线的35个各具
特色的公路驿站相继建成迎宾。未来三年，我
省拟再建普通干线公路驿站52个。旅途劳累，
驴友或司乘人员可在此歇歇脚，享受温馨服务，
放慢脚步，欣赏别样风景。

公路驿站，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为驴友提供
的休憩之地。近年来，我省旅游公路建设逐步
推进，全域旅游格局基本形成，公路不再仅仅是
满足“畅行”需求的基础设施，还将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这其中，转变设计理念，点“站”成
景是关键。

笔者认为，公路驿站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不
能再仅仅局限于提供简单餐饮、停车休息等基
本服务。面对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旅需求，公
路驿站建设应突出特色，既完善服务功能，又深
挖地方文化元素，丰富驿站文化内涵，使其更有
看点、更具吸引力，留住更多游人的脚步，真正
成为一张展示海南旅游文化的名片。

“既要有颜值又要重内涵”，是公路驿站建
设应遵循的设计理念。所谓有“颜值”，就是指
公路驿站的建筑风格和造型。有关部门应结合
全域旅游，优化设计，突出地方特色，综合地方
的人文风情，将沿线天然景观融入建筑当中，
让一座座特色驿站与周围的绿水青山相融相
生，演绎出“美丽公路+”的万千神奇。既满足
沿途司乘人员和驴友的休息需要，又满足旅游
观光需求。

所谓重“内涵”，一方面是要完善公路驿站
的服务功能，使其具备休憩、餐饮、便利店、汽车
充电等延伸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是要深入挖
掘沿线地方文化内涵，将当地民俗风情、传统文
化等融入公路驿站建设中，打造“会讲故事”、
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驿站，做到“一站一特色”，
实现人文、景观和公路相融合，让驿站建设提

“质”增“亮”，让人们在路上也能感受文化积
淀。如此，方能提升公路文化内涵及旅游品味，
留住更多游人脚步。

博物馆
让“连接”活跃起来

点开小视频，博物馆里的文物活
了起来，他们互相打趣、劲歌热舞，生
动而俏皮；打开全国“数字博物馆地
图”，可以用街景视角对全国 1400 多
家博物馆进行智慧搜索和游览路线设
计……一年一度的世界博物馆日刚刚
过去，丰富多彩的创新说明，博物馆以
及藏于其中的文化，正与我们的生活
越走越近。

走进博物馆，就是开启一场时空旅
行。面对滚滚向前的时间洪流，今天的
我们要如何借助博物馆更好地与昨天、
明天相连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一个“活”字，说透了方法。

让人们走进博物馆，更要让展览
走入人心。更进一步讲，酷炫的技术、
宣传上的包装固然是必要的，但只有
提升博物馆的受众意识、服务意识，深
入挖掘展品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内
涵，才能帮助参观者从“看热闹”变成

“看门道”，发挥博物馆真正的功能和
价值。 （彭飞）

（摘编自5月21日《人民日报》）

广告

新标榜停车楼项目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新标榜停车楼用地位于国贸三横路，建设单位为海口新标榜康

乐有限公司，项目拟建1幢地上7层(局部8层)/地下1层的停车楼，总
建筑面积为5922.3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5155.54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为766.82平方米，提供社会公共停车位103个，商业配
建停车位23个。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 5月22日至 6月4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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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 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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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陈孝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5月22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五指山市地区网络

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ITV、上网、

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12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18年5月25日00:00－04:30，对五指山市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名称：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一期）

项目三期工程施工承包

1、业主：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地点：木

兰湾新埠海域，建设护岸约622.5 米，包括围合区域的陆域

回填，工期90天；3、资格：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4、招标文件：2018年5月22日至24日9至17时南

海大道京江花园A2栋202持投标邀请书购买500元/套；

5、投标文件：2018年5月26日9时30分前递回招标文件购

买处；6、招标人：15248927256招标代理：17783107259。

招标公告

2018年5月21日

海南省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一期）项目二期工程施工承包

招标，于2018年5月20日开标、评标已经结束，经评标委员会根

据招标文件进行评审，得出评审结果，现予以公示。

中标公示

公示期限：2018年 5月 22日至2018年 5月 24日

招标人：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中标候选人名次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单 位 名 称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元）

216800888.00

217567000.00

214637686.00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5HN0036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挂牌转让以下房产：1、海口市
海 秀 路 121 号 宝 迪 花 园 小 区 55 套 房 产 ，房 屋 面 积 为
22.62m2-23.67m2不等，挂牌价格为142495元-177375元不等；
2、仁里村一栋八层楼房，房屋面积为2455.42m2，挂牌价格为
11137785元。公告期：2018年5月22日至2018年6月19日。标的
详情、挂牌价格、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0898-65237542 李女士，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0898-66558034黄小
姐、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5月22日

公 告
吴昌伍，男，约55岁，属“三无流浪”精神病人，其他信息不

详。自2014年3月14日收治于万宁神康医院治疗，2018年4月
30日转送市人民医院治疗，因颅内占位
性病变。经医治无效于2018年5月16
日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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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
公告之日起30天后，如无人认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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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3405（局办公室）。

万宁市民政局
2018年5月22日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拟对下列不动产登记簿的部分内容予以注销，现予

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2018年6月12日之前）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局。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予以注销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南

路4号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方式：0898—25590456；13707592606

公告单位：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2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不动产坐落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海南省东方市新街镇马岭

注销内容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3号房屋所有权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4号房屋所有权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5号房屋所有权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6号房屋所有权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7号房屋所有权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8号房屋所有权
注销海南东方生物工程公司东
房字第1919号房屋所有权

备注不动产注销登记公告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万宁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琼海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635

1.703

1.721

1.803

1.882

1.951

2.064

2.091

2.143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屯昌县

定安县

文昌市

临高县

澄迈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口市

儋州市

东方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2.148

2.165

2.185

2.272

2.274

2.322

2.359

2.386

2.628

专题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罗安明 美编：杨薇

2018年4月，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99.8%。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82.8%，良级天数比例为17.0%，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0.2%，无中度污染及重度污

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指

标进行计算）评价，2018年4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万宁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五指山市，排名靠后的

分别是海口市、儋州市和东方市。2018年4月全省18个市县（三沙市除外）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见附表。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8年5月15日

2018年4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