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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思锐

“开车等红灯打电话，罚款 50 元
扣2分，刷手机也被抓拍。”连日来，海
口市交警部门发布的处罚决定，在市
民中引起争议。多数车主认为此举存
在积极意义，支持从严处罚，但也有一
些车主认为，等红灯期间车辆并非行
驶状态，且未妨碍道路安全，担心无意
中接拿手机会被抓拍罚款。（8月4日
《南国都市报》）

开车不能打电话是人们的共识，
对此，相关法律法规也予以了明确规
定。海口市交警部门发布的处罚决定
之所以在公众中引起争议，是因为公
众对等红灯期间是否属于驾驶状态，

以及等红灯期间接听电话是否属于妨
碍安全驾驶行为等尚存在分歧，不能
达成共识。这种分歧是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其中既有被处罚者的自我辩白，
也不乏有人因利益分化而“屁股决定
脑袋”，更多的则是人们对此事的固化
认知是出于经验的类比总结，而非是
以法律为依据的准确判断。

实际上，法规中的驾驶是指车辆
在道路上行驶的全过程，这自然也就
包括了停车等红灯的状态。因而，从
法律上讲，停车等红灯期间毫无疑问
也属于驾驶状态。等红灯时，因处于
随时要起步的状态，就更加要求驾驶
人要集中精神，不能分散注意力。而
驾驶员在等红灯时接打电话，就会分
散注意力，使其不能集中精力观察周
边环境，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
如果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或未能观

察周边环境，就可能会因起步延迟而
被后面的“急性子”追尾，因没有观察
尚未穿过马路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便
匆忙起步也会导致事故发生……这
些情况都时有发生，因而在停车等
红灯期间接打电话等行为的确属于
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可见，无论是
从法律上来看，还是从现实情况来
看，车主等红灯期间接打电话被处罚
毫不“冤枉”。

问题是，交警部门的执法能否标
准化？比如说，针对不同主体在不同
时间段、不同地段的违法行为及其类
似违法行为，能否形成一个宽严适度
又相对统一的执法标准，能否避免执
法者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同时针对不
同的具体情况不一概而论？这看似是
对交警部门的苛刻要求，却是现实情
况中不得不精细化、科学化厘定的执

法标准。比如说出租车驾驶员使用对
讲机是否属于接打电话，驾驶员使用
车载蓝牙或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否同
样需要被处罚，用手机查看操作导航
软件是否属于玩手机，用车载多媒体
查看操作导航软件又是否违规……现
在车载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有的系统
本身就包含手机全部功能，有的车载
多媒体可以与手机同步，那么操作这
些车载系统的时候，是算正常的驾驶
操作，还是等同于玩手机？

上述问题无论是在现实执法中偏
向那边，都会引发新一轮的争议。这
些问题中，有的是现实中已经存在的
问题，有的是法律尚未界定的新问题，
如果交警部门依据的执法标准不细
化、不统一，就会在执法过程中导致不
公，交警部门的处罚行为也会难以令
公众信服，从而也会影响到交警部门

的公信力。
交通安全无小事，对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从严处罚，有利于震慑驾驶员
减少驾驶中的违法行为，从而减少交
通事故的发生，对此，公众是积极欢迎
的。执法亦无小事，交警部门执法依
据的法律是否清楚，处罚依据的标准
是否统一，在不同主体中执法是否公
平等情况，影响到的不仅是广大驾驶
员的权利，还有法律的权威，以及公
众所关心的公平与正义。须知，法律
法规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维护的是
人民的权利，相关部门只有在执法中
以此为出发点，确定好执法的依据，界
定好执法的范围，厘定好执法的标准，
使法律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相统一，才
能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取得被执法人
的认同与信服，使全社会形成守法的
共识。

提高执法标准化让公众更信服 电影调侃现实应有边界

广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
让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第39号令）、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
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三亚
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该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丰兴隆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23地块内，

为三亚华创七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权属用地与三亚森特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权属用地之间的带状国有存量建设用地。该宗地用地面
积5039.7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5036.79平方米），用地四至
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 该宗地土地评估单价为14780元/
平方米，土地评估总价为7448.7948万元。2018年7月25日，三亚市
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丰兴隆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23地块内
5039.78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说明该宗地属国有存
量用地，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
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

根据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建设函〔2017〕355号文件，该宗地规划
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国标代码：B14)，容积率≤2.99，建筑高度<100
米，建筑密度≤25%,绿地率≥30%（地块内已批建的项目指标参照相
关审批意见执行），同时根据《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及《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的要求，项目绿地
率在批建时应不低于40%。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规定，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
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国标代码：B14)，
拟规划建设酒店项目，属房地产业中的旅馆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
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以上出让
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属该协
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并严格按照
《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

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
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7449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保
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8年8月6日至2018年9月5日到三亚市
房产信息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
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 9月5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
国土资源局将在2018年9月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8年8月28日09时00分 至 2018年9月 7 日10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6日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8 年8月14日（周二）10: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
卖海南乐普生百货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0万
元。该债权的优先购买权人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利。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

标的展示：自见报之日起至8月13日止。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8年8月13日17:00止，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为准。

主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公司网址：www.ronghepm.com
联拍单位：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0898-36375711 13807631116
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委托方监督电话：68623077；68521765；68650464
委托方地址：海口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招商公告
本司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两块，

分别为63亩和66亩，两块连片，合计129亩，其中63亩
土地上建有厂房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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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级酒店装修工程邀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南汇银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二、项目地址：海南文昌市高隆湾
三、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
四、投标人要求：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相应资质

联系人：靳先生
电话：13976566600
地址：海口市中山南路2-6号

海南汇银维景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2018年8月6日

关于金海鼎熙园建筑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鼎熙园实业有限公司和琼海永兴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联合申报，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延长线，项目分
北区和南区，北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11419.41m2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8100.2m2）,容积率≤1.83，建筑密度≤21.86%，绿
地率≥45.25%，建筑限高≤28.3米。南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
筑面积为 27093.3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20757.65m2）,容积率≤
2.44，建筑密度≤24.38%，绿地率≥33.16%，建筑限高≤59.9米。为了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8月6日至8月14日）。2、公示地点：琼海
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南
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
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
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
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3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深圳甲乙丙
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
海南分公司"）与深圳甲乙丙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开
元投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中国华融海南Y19130083-
39)，华融海南分公司将其对本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
让给深圳开元投资。至此，与"公告资产清单"所述债权有关的全部权利自
华融海南分公司转移至深圳开元投资，深圳开元投资由此替代华融海南分
公司享有债权并承担与债权有关的全部风险、费用、义务。深圳开元投资
作为本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列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通知"公告资
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深圳开元投资履行主
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龙昆北路53-1号；联系人：韩女士 联系电话：8098-66745902。

深圳甲乙丙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联系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757-82771081

二O一八年八月六日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债权一、债权二为截至2017年9
月28日的本金余额，以及债务人及担保人应支付利息（收益）、罚息
等所有权益，具体按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规定计算。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
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债务人名称
本金（债权一）
本金（债权二）

代垫付诉讼等费用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质押人）名称

海南美好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348,608.83

海南美好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吴典、宋雪毅、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海口市长秀片区(B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F0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示

根据海口市政府关于五源河湿地综合整治项目中心公园规划的
指示，为优化街区交通、增加公园可达性，拟对《海口市长秀片区(B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07地块内部市政道路线形进行修改。为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用地位置：长彤路东侧、南海大道北侧。2、公示时间：30个工
作日（2018年8月6日至9月14日）。3、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
会网站（ghw.haikou.gov.cn）。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
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工室，
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5、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6日

据报道，今年2月至5月，湖南
省委第四巡视组对郴州市及其下辖
汝城县、桂东县开展了常规巡视。
汝城为了所谓的政绩，罔顾作为国
家级贫困县的实际，不认真落实党
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
策部署，反而大规模举债修建大批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问题，被
逐一揭开。巡视组还发现，汝城县
城卢阳镇还有两个自然村一些村民
家中没有通电，当地群众25户67人
仅靠山泉水发电和点煤油灯照明。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领导干部
理应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打赢脱贫攻
坚战，然而当地却脱贫攻坚工作不

力；民生无小事，然而一些基本民生
问题却在当地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
决；当地负债率却全省排名第一，却
不考虑可用财力的实际，盲目举债，
大搞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突出……试问，汝城县
委、县政府如此乱作为，又如何能推
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促进
百姓增收致富？这正是：

贫困县里乱作为，
形象工程一大堆。
脱贫攻坚效甚微，
民生实事与愿违。

（图/王铎 文/饶思锐）

■ 多哥

近期《西虹市首富》正在各大影院火热上映，
电影里足球比赛中使用的“厂州恒太”的队名极易
让人们联想到“广州恒大”，而其比赛队服也与上海
队的制服相似，就连球队的队标也是脱胎于武汉卓
尔的团队徽标，这无疑是在讽刺“国足”。也正因
此，部分“国足”球员认为剧中的那场球赛是对他们
的侮辱，让片方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一句话是“骂你却也爱你”，虽然《西虹市首
富》在一定程度上批判讽刺了“国足”，但这种“讽
刺”不失为一种提示、警醒，或者说是一种恨铁不成
钢的无奈。所以，“国足”球员大可不必觉得自己受
到了侮辱，而更应该从国人的批评声中反思不足，
继续前进。

与“国足”球员的不满形成鲜明对应的是，该
电影票房大卖，广大网友也抱着戏谑“国足”的态度
推动舆情发展。在这一轮的声讨风波中，我们既惊
讶于虚构的电影竟然对现实有如此大的反作用力，
也开始反思影视剧作品调侃现实的边界究竟在哪。

不让艺术讽刺现实，那是几乎不可能的。影
视作品的创作取材于生活，就难免会存在一些现实
生活的元素，但是刻意的调侃戏谑却是创作者情感
态度的反映。《西虹市首富》属于非严肃的喜剧作
品，因此调侃和戏谑是惯用的表现手法，这有利于
展现更多的包袱和笑料来博取观众的捧腹大笑。

但就整体而言，电影或者影视剧作品是人为
虚构的图景，往往去掉了一些非关键因素才能凸
显关键因素之间剧情的张力，才能让人印象深刻，
因此作品中关键因素的选取应该谨慎。如果对元
素的选取不加注意，就很容易培养出观众娱乐一
切的看客心态，影响社会风气。

此外，一旦影视作品被赋予一些类似调侃讽
刺的情感态度，还会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判断。人
们沉浸于虚拟世界中，就是要获取一些信息来指
导现实生活，更何况人们在观剧观影的时候，处于
身心放松、本能接受的状态，更加容易被影视作品
中的价值观所指引。当下影视剧作品的生产量越
来越大，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其对人
潜移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影视剧作品中
情感态度的赋予、节奏走向的设置都需谨慎，应更
加明确基于现实创作的边界。

谨慎赋予情节隐含态度，才是对观众的认知
负责。也只有尽量传递更多正能量的价值观，而
不能一味为了取悦观众，而生产众多迎合大众的
内容，这样不仅会拉低内容质量，也终究会被大众
所抛弃。

来论

■ 可颂

房地产广告虚假宣传害人不浅。
说是学区房，业主入住几年学校都未开
建；而所谓的高档小区，业主入住后，泳
池不见一滴水，高档会所空荡荡或被占
用的情况数不胜数。如前不久就有媒
体报道，海口市天鹅湾小区的开发商将
高档会所改造成办公室，禁止业主出
入；新世界花园小区公用休闲会所被物
业管理中心租给他人盈利……

开发商之所以想尽法子夸大宣传，
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如将一般
装修吹嘘成精装修、高端装修，每平方米
就可以加价3000元到5000元不等；将楼
盘传成学区房，消费者就会趋之若鹜，不
仅销售周期缩短，销售价格也会大幅上
涨；而小区配套不全，房屋“卖相”不好，
与周边小区就可能会形成较大的价差。
一个楼盘通过虚假宣传，往往能增加获
利数千万元到数十亿元。

拒绝房地产商的虚假广告，既要广
大消费者保持清醒认识，避免偏听偏信，

提高对房地产虚假广告的“免疫力”；也
需要广大上当受骗的业主，充分借助媒
体、监管部门、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力量积
极维权，曝光房地产虚假广告的“骗子嘴
脸”，并向开发商追讨上当受骗的损失，
而不是自认倒霉，甘心当“冤大头”。

同时，戳破房地产广告的“牛皮”，还
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一些执法部门
长期执法缺位是导致房地产虚假广告

“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且对于房地产
商高额的利润回报而言，一般不超过200
万元的虚假宣传罚款不值一提。对此，
相关部门既要加强监管，加大对房地产
广告的审查力度；也要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对虚假房地产广
告进行监督；还要对房地产虚假广告加
大处罚力度，要按照虚假广告总费用的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进行顶格处罚。

只有将房地产商罚到“心惊”，让其
赔到“胆战”，才能真正对其起到震慑作
用，从而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也只有多
方合力，对房地产虚假广告来一次“大
清理”，才能净化房地产广告市场，有效
遏制房地产虚假广告泛滥的情形，从而
维护好健康的房地产行业秩序，维护好
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房地产广告的“牛皮”要戳破
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契

机，海南可重点扩大旅游、教育、文化、
医疗健康等领域开放，用好用足国家
赋予海南的离岛购物免税、航权开放、
入境免签、离岸金融等开放政策，全面
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 （伊瑶）

把视野打开，主动向国际看齐。
所谓的看齐，除了学习先进经验外，
最重要的是，要找准海南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参
与全球分工中，明确自身定位，这相
当不易。突出自身特色，形成独有的
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
之地，方能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开放型
经济。 （踏浪云间）

要致富，先修路。海南发展开放
型经济，要推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航
运、海运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
造泛南海国际贸易和航运枢纽；同
时，还要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政策优势，在货物通关便利化和
人员自由出入境等方面进行更多探
索和创新。“路”通了，人流、物流才
能滚滚而来，这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
重要依托。 （胡一刀）

（饶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