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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随思录

让夜市成为诱人的城市“夜景”
■ 饶思锐

2015年7月，海口启动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这些不符
合“双创”标准的“马路市场”纷纷被取
缔。2017年，海口在取缔数百个不符合

“双创”标准的“马路市场”后，为满足市
民、游客需要，在全市规划改造升级10
处夜市。短短一年时间，海口夜市就

“换了天地”。（7月10日《海南日报》）
夜市者，自古有之，宋朝尤为繁荣，

一些地方的夜市灯火辉煌，甚至通宵达
旦。在今天，夜市是最接地气的饮食文

化，也是成为城市夜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不少城市，夜市甚至成为旅游景点，
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乃至成为一个城市
名动全国的“标签”。如南京夫子庙夜
市、杭州河坊街夜市、台北士林夜市、开
封鼓楼夜市等等，都是“吃货”们旅游时
必须“朝拜”的“打卡圣地”。而白天炎
热、夜晚凉爽的热带海岛气候，也使海
南百姓养成了“昼伏夜出”、尤其重视夜
生活的生活习惯。对于海南百姓而言，
人声鼎沸、美食云集的夜市，便是精彩
夜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曾经因城市发展的需要，我们的
职能部门取缔了众多脏乱差的夜市；
为了满足民生需要，我们的职能部门
在学习外地特色餐饮街、夜市小吃街

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先进经验后，规划
改造了10处夜市，使海口夜市建设进
入政府引导、布局合理、发展有序的良
性轨道。海口夜市从油烟熏天、污水
横流、老鼠乱窜的模样，变成了今天明
厨明灶、摊位整齐、干净卫生的模样，
可以说是改头换面，焕然一新，这是民
生需求与政府管理相互博弈的结果，
也是政府、经营者、消费者各方所乐见
的结果。我们也期盼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这样的文明夜市能更多些、更美
些，使之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人文景观，
成为人们记忆里的一道文化印记。

当然，要将夜市真正打造成一种景
观，仅靠硬件改造和形象提升是远远不
够的，还需要我们在多方面进行着力，

如加强夜市特色引导、文化浸染和文明
培育等等，从而使之散发出由内而外的
魅力。如在摊位供给不能满足于做天
南地北的美食汇聚，而是要通过宏观设
计，引导不同的夜市“各美其美”，进行
差异化的发展，从而使各有特色、互为
补充的夜市能够“美美与共”；又如不同
的夜市可嵌入不同的文化主题，并以此
为背景进行包装和形象升级，如海大南
门夜市可彰显青春潮流文化，金盘夜市
可强化工业元素设计，电影公社夜市可
突显电影主题等，通过这些特色夜市，
可以将海口的琼台文化、滨海特色等一
一展现出来，使夜市不仅是美食福地，
更是文化印记。此外，对夜市上那些袒
胸露乳、咋咋呼呼的不文明行为，也应

加强文明引导，因为文明、和谐是夜市
成为一个文明景观的前提。

从各地夜市发展实践来看，要打造
一个美食集中地并不难，难就难在怎样使
夜市成为展现城市良好形象的一个窗
口。纵观国内外知名夜市，无不是管理得
当、特色鲜明、文明有序，也只有这样的夜
市才能使政府放心、摊贩得利、百姓满意、
游客喜爱。我们推进海口夜市改造治理
的目标也应如此，即既要通过夜市软硬件
的改造提升，让各方满意，使夜市成为人
们与城市深入互动的载体；也要通过文化
浸润、文明熏陶、特色培育等举措，将海口
夜市打造成国内外游客不去就会留下遗
憾的景点。惟其如此，海口夜市才能成为
城市夜晚令人垂涎欲滴的风景。

作为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三
亚市吉阳区罗蓬村脱贫村民王明荣申
请入党，希望发挥脱贫致富带头作用，
表示“我也要像党员一样帮助别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南万村脱
贫村民黄世伟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渴望报答党恩帮到更多人……脱贫户
中的优秀分子申请入党，是他们在经
济上脱贫后，又在精神和思想上寻求

“补钙”的表现，这种现象值得点赞。
为什么脱贫村民会积极主动向党

组织靠拢？
饮水思源是关键。王明荣、黄世伟

都是在党员干部的帮扶下学习相关技
术，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走上致富路。
他们摘掉“穷帽子”，都离不开脱贫攻坚
政策的深入推进，离不开党员干部的贴
心帮扶，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扶持。正
是亲身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力量，这
两名脱贫村民才自觉用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并希望加入党组织，带动其他贫
困户脱贫，为人民做更多实事，以此表达
他们的感恩之情。

追求进步是动力。毋庸讳言，在扶
贫工作中，极少数贫困户存在“等、靠、

要”的消极思想，有的甚至认为扶贫是
干部的事情，似乎与贫困户自身无关。
不过，在党员干部引导和扶持下，我省
绝大多数贫困户激发了强大的内生动
力，都能够努力学习技术、发展产业。
王明荣、黄世伟就是其中的两个先进典
型，他们真正实现了从“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的转变，且并不满足于经济
上脱贫，还想在思想上“致富”，实现从

“我能脱贫”到“我要帮人脱贫”的转
变。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在脱贫过程
中，深刻感受到了党员干部的先进性，
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先进性，思想觉悟有
了较大提升，从而积极追求进步。

精神“补钙”是追求。扶志扶智，
既要让贫困户、脱贫户“富口袋”，也要
让他们“富脑袋”。村民在物质上脱
贫、思想上“致富”后，还要在精神上

“补钙”，才能使其保持富而思源、富而
思进的精神动力。我们乐见更多的脱
贫村民积极申请入党，并接受党组织
的考验，接受党性的锤炼，从而在自身
脱贫后帮助更多的村民脱贫；同时，我
们也乐见基层党组织积极吸收脱贫户
的优秀分子入党，不断为基层党组织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注入新鲜活力，并
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引领和示范作
用，打赢脱贫攻坚战。 （易宗平）

脱贫村民积极入党为哪般？

“这么热的天，工作人员吹着空
调，而办事大厅里连风扇都没有，我
们热得实在难受。”近日，南昌市民李
小姐反映，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高新
大队办事大厅里热得像蒸笼，来办事
得出一身汗。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办
事大厅的空调和风扇设在工作人员
区域，群众办事等候区域，因为被柜
台玻璃隔开，所以难享清凉。

炎炎夏日，一块玻璃之隔，冷
热有别，工作人员吹着空调，办事
人员却备受煎熬，请问，百姓至上
的理念哪去了？为民服务，不忧百

姓之所忧，不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而是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试
问这样的服务态度又如何能服务
好百姓？稍感欣慰的是，该交警大
队已经及时整改。只是整改问题
时，别忘了顺带把服务观念整改
好。这正是：

夏日炎炎办事间，
一墙之隔两重天；
冷热有别最伤人，
服务为民需周全。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冷热不均伤人心

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处理后投入智能垃圾
屋，垃圾屋分类指导员从桶内捡起垃圾袋，拆袋检
查，确认分类无误后，便称重扫描二维码，相应的
积分便可自动存入业主账户中。积分可兑换话
费、洗洁精、肥皂等。此外，小区物业也给参与垃
圾分类的居民奖励游泳票。垃圾分类能获积分兑
换奖励，极大提升了小区居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这是海口市美兰区世纪海岸小区推进
垃圾分类使出的妙招。

垃圾分类有助于提高可回收物质的纯度，增
加其资源化利用价值，并减少生活垃圾的处置量，
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说，垃圾
分类是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绿
色环保行为。垃圾分类在国内已试行多年，但总
体来看，收效不大。究其原因，除设施建设滞后
外，关键是人们的分类意识淡薄，缺乏有效的机制
体制作保障。笔者认为，要推进垃圾分类，除了要
完善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设施外，还要
正确引导人们树立垃圾分类观念，让垃圾分类成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垃圾分类重在良性引导，应有策略地增强市
民的分类投放意识，而鼓励、奖励则不失为良性引
导的有效之举。上述小区对垃圾分类业主进行奖
励，就有助于激发业主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这为
垃圾分类开了个好头，应值得提倡。实际上，在很
多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地方，都是通过奖励来引导
培养市民的好习惯。如日本东京，住户把废报纸
放在门口，废纸回收部门就会根据废报纸量的多
少给予相应的回赠礼品。

众所周知，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一朝一夕
难以改变痼疾，只有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公
民自觉行动，才能收到长久之效。事实上，在垃圾
分类观念和习惯还未普遍形成的初始阶段，多数
人还不知、不懂和不愿分类，此时采用鼓励、奖励
等柔性方式，引导人们进行垃圾分类，有助于让环
保理念深入人心。在奖励机制推动下，人们尝到
了垃圾分类的“甜头”，就会产生动力，慢慢养成垃
圾分类的习惯，使垃圾分类成为公众的自觉行
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也要提供相应的便利，
并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让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垃
圾分类的行动中来。 (侯小健)

垃圾分类重在良性引导

@半月谈杂志社：【理解沟通、家
校协作才应是教育本来模样】教师频
遭“家长暴力”，这背后有多种原因，如
家校关系商业化，社会评价功利化；教
师定位不明，职能无边界，导致家长将
教育责任全部转嫁给老师；家长“安全
焦虑”心态严重，不允许子女有任何损
害，个别家长法治观念淡薄。当前要
让教育真正走向新时代，必然的选择
就是还教师师道尊严，给予教师最基
本的安全保障，给予教师应有的教育
权利和个人权利，让人们敬畏教育、相
信教育，而不是践踏教育。

@福建日报：【破解“恐闹症”还需
“法治”解围】个别群众不顾法律和政
策，遇事就闹，甚至催生出专业的“闹
事团队”。然而，也有群众表示，有些

“闹”是出于无奈，正规渠道走不通，不
闹问题就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个看
似死结的难题，折射出当下基层治理
的软肋。应该说，一些官员患上“恐闹
症”，既凸显基层治理的种种不足，也
凸显出部分基层官员的责任担当意识
欠缺，消极懒政不作为。群众之所以
闹，既有“无理取闹”，也有“无奈之
闹”，但不管是哪一种闹，破解“恐闹
症”还需法治“解围”。只有将法治信
仰深植心中，才能实现基层和谐治理
的局面。 （饶 辑）

广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
一块，66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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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招商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信用卡逾期资产催收服务外包选型入围采购项目

邀请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信用卡逾

期资产催收服务外包选型入围采购项目
二、催收服务外包公司准入的条件
（一）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章程和在国内经营相关业务的资

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且有能力提供相应服务的独立法人；
（二）能够提供健全的的内部管理制度或内部控制制度，以及

详细的催收作用流程和标准；
（三）注册资金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四）成立时间满2年，并具备相应的催收实务操作经验；
（五）原则上应当具备不少于30人的专业催收队伍，在海南本

地设有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有固定办公场所，可实现本土上门催
收，具有必要的系统支持、硬件设备等；

（六）外包服务商及其主要控制人/股东从事催收业务未发生
过恶性催收被处罚或被媒体曝光事件；

（七）最近两年经营良好，催收业绩较好，具有提供类似（贷款
风险管理、催收外包等）服务项目的成功案例。

三、报名要求：报名者请携带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
证书（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和负责人委托授权书（原件）
等相关材料。

四、报名时间：2018年7月16日—7月20日
发标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1号中银大厦1113房
邮编：570102 联系人：杨女士 王女士
联系电话：66562200、66562215（传真）665622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8年7月6日

中标公示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编织袋采

购项目于2018年6月22日在本公司会议室进行了公开开标，
日前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了
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锦云化工塑料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温州勇锐包装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8年7月11日至7月13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内向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投诉，投
诉电话：68654021。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7月11日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恢167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8月9日10时至2018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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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第一次

公开拍卖:海口龙华路13-1号华典大厦811房，起拍价: 338，440

元，竞买保证金: 60，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7月30日起至

2018年 8月 3日 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

2018年7月31日上午10至11时(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8月9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 (1) 上
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2) 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3、房

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5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恢167号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拥有的对海南京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本金9,0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

从 权 利 转 让 给 黎 鹏 程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441882198607227533）。现将债权转让事项公告通知债务

人、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并要求债务人及相应担保人和

其它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黎鹏程履行相应合同约定

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违法超限运输车辆公告
为严厉打击违法超限运输行为，保护公路桥梁安全畅通，现

将2018年 7月 7日前经过G98环岛高速K13+650M处左幅、
K587+400M处右幅“非现场执法系统”检测到涉嫌严重超限运输
车辆进行依法公告，请公告的车辆所属企业、车主于本公告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携带行驶证、营运证、驾驶证到海口市龙华区银
湖路2号海南省公路管理局路政稽查一大队接受处理。

赣C9M535
赣C5J093
赣K82797
赣C86683
赣K20959
赣K67163
赣C5J253
赣K65922
赣K69011
赣C5E245
湘DA8167
赣CX9495
赣K67195
赣K86036
琼C7A066
赣CB9155
赣CH8541
赣CU5456
赣K09628
赣K80158

赣K80292
赣K83509
湘DA5220
赣K33686
赣K61376
琼C6A000
琼C6A222
赣CB8186
赣CU5246
琼C5B360
赣K51858
赣K56956
赣K85897
赣K56792
赣K62812
赣K67215
赣K68982
赣CB9215
赣CT3775
赣K15288

赣K62177
赣CR7037
赣CT8309
赣K13569
赣K61633
赣K67192
赣K67199
赣K81906
赣K81963
琼A75979
琼C56279
湘DA4223
湘DA4418
赣C5J852
赣K81862
赣K81993
赣K85506
豫HF0782
赣C5L382
赣K06909

赣K83256
赣K86916
赣K88800
琼C39613
湘DA2941
赣CH9529
赣CN1211
赣K55132
赣K62318
赣K63077
琼C5B766
湘DA4021
粤BW2773
赣C5D418
赣CJ0326
赣K56098
赣K58668
赣K62182
赣K66912
赣K85776

赣K86087
赣K86636
琼C38800
琼C5A366
湘DA4149
赣C5L988
赣CT8432
赣CT9918
赣CU6542
赣K60766
赣K62826
赣K85718
琼C34333
琼C56173
琼C56311
豫N83810
赣C5F645
赣CN0710
赣CN0723
赣CQ9797

联系电话：0898-68953809
特此公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路政稽查一大队
2018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