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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才能“无违”
隐私维权
不能只靠个人“死磕”

■ 张永生

■ 于佳欣

■ 张成林

消费“蛋糕”做大更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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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在江苏省东海县
桃林镇暗访发现，当地数百户、上万
人在吃非法拆装汽车这碗饭，形成
了非法购买、拆解、翻新和售卖的利
益链，国家严禁交易的报废车“五大
总成”甚至整车流向全国。

非法拆装汽车，不仅会给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还会给道路交
通及人身安全埋下不定时炸弹。这
样简单的道理，却在利益的驱使下
被抛诸脑后。非法拆装生意之所以
不断坐大，且成了“支柱产业”，背后
既有地方保护的原因，也有多头管

理的因素。
斩断非法拆装的利益链，拨正

产业发展的轮向，说难也难，说容易
也容易。关键在于，当地能否将绿
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切实的行动，监
管部门能否建立协同机制，履好职
尽好责。这正是：

非法拆装锻成链，
理念错位轮向偏，
壮士断腕尚可及，
真抓共管事不难。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人民日报：用法律惩处科技界
“冒险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每
个重要环节都不磊落，都背弃伦理道
德，何其恶劣？！若无科研诚信、无视律
规、急功近利，就可能走邪道，带给人类
巨大危害。“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
关处理”，用法律惩处科技界“冒险家”：
无敬畏必有失控，若乱来必有追责。

@新华视点：“网络水患”不治不
行。删帖、发帖明码标价，造谣中伤竞争
对手，有的用几十万元就能在网上兴风
作浪……“网络水军”劣迹斑斑，网友直
呼其为“网络水患”。一些人利用网络
发不实信息、谋不义之财，扰乱视听，

“操控”舆情，危害不小。治理“网络水
患”，既要打击“水军”，也要惩处雇佣“水
军”的不法企业和个人，不留监管死角。

@福建日报：“反向团圆”同样亲
情满满。2019年春运大幕开启。近两
年，到大城市“反向团圆”，成了不少年
轻人陪父母过年的新方式。这不仅让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避开返乡车票
难买的问题，促进春运资源利用率提
升，还可以让老人到大城市体验不一
样的生活。亲人在哪，家就在哪，“反
向团圆”同样可以亲情满满。（邓 辑）

新年伊始，我省拆违打违力度
不断加大。以儋州为例，自 1 月以
来，该市已连续开展 4 次大规模拆违
行动，拆违总面积近 6 万平方米。为
压实整治责任，日前，省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部出台了“两
违”整治考核方案，考核靠后市县，
将被警示约谈。无论是打违行动，
还是考核要求，事实上，都有一个明
确导向——谋发展必须扫沉疴、去
毒瘤，解决“两违”难题。

对于成语“养痈遗患”，人们都很

熟悉，说的是生了毒疮，如果不及时医
治，必然会留下后患。违建就好比这
毒疮，如果置之不理，就会腐蚀健康肌
体，对一地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两违”
乱象破坏性极大，就海南来看，首遭其
害的，就是生态环境。但凡是违建，往
往专挑生态环境好、风景秀丽的地
方。建楼房，盖别墅，房子建得很漂
亮、很别致，但山体被开挖，林木遭毁
坏，海岸带被侵占。试问，我们引以为
傲的一流生态环境，哪能经得起如此
折腾？

同时，城乡健康发展，离不开科
学规划，尤其“多规合一”改革下，土
地的开发、利用更要整体谋划、通盘
考虑。而自发、随意滋生的“两违”乱

象，则恰恰是扰乱规划的一大障碍，
不利于城乡长远健康发展。此外，风
不正则乱象生。“两违”乱象的发生，
除却规划不足外，多在于背后有利可
图，之所以屡禁不止，是由于背后有
强大的“保护伞”。夹杂着私利、权力
等因素，“两违”现象的存在，必然造
成社会不公，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党
和政府形象。

由此，对“两违”乱象，我们必须
高度重视，从严快速解决。不过，需
警惕的是，“两违”整治涵盖面广、涉
及利益多，绝不只是拆除几栋楼那么
简单。换句话说，“两违”整治不仅是
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甚至是政
治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不

良连锁反应。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市
县摸索出较成熟做法，每次行动前
后，会集合相关部门力量，从摸排调
查，到现场巡查，再到宣传教育，及时
打通各个环节，确保了整治工作顺利
进行。这种依法依规的务实做法，值
得借鉴。

“两违”整治，在严打“存量”的同
时，还要严控“增量”，防止问题回潮。
而杜绝“增量”就要注重规划、做好引
导。打违拆违，固然可以扫除障碍，但
也造成了浪费，形成了既定伤害。无
论是生态环境的修复，还是土地性质
的变更，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深
层次推进“两违”整治，需要在规划、引
导上多用力。无论是“百镇千村”建

设，还是城市发展，都要把功夫下在前
面，提前规划、谋定而动，只有如此，我
们才能防患于未然，真正实现无“违”
而治。

人行于路，只有卸下负累，才能轻
装上阵、快步前行，谋发展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两违”乱象易复发、多顽
固，我们唯有从发展全局出发，拿出

“零容忍”的姿态，动真碰硬，久久为
功，将其一抓到底，才能扫除“毒瘤”，
为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当然，动真
碰硬不是蛮干乱干。面对“两违”难
题，我们既要用法，也要用心用情，通
过有效宣传，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更
好地破除各类阻力，推动“两违”整治
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

关于@花总丢了金箍棒（简称花总）隐私维权
的新闻最近又在网上引发关注。

去年11月，花总在其微博上曝光了酒店卫生
乱象，有图有真相，引爆舆论。孰料，短短几个小
时后，他的个人信息便被一家酒店的员工晒上网，
目前已有270多个与酒店行业相关的微信群中出
现他的个人信息，这让他成了网络上的“透明人”，
并频遭安全威胁。然而，隐私维权路上的花总可
谓举步维艰：奔波近两个月，花费十余万元，信息
泄露的源头在哪，依然不得而知。日前，面对媒体
采访，他再次吐槽：“非常难受，但只能死磕。”

问题出现了，不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是试
图解决揭露问题的人，至少也要给其制造点麻烦，
让其不得安生……这，似乎是一些人对待问题及
社会监督的惯常态度，那些被花总的爆料戳中痛
处的酒店经营者，显然对此“心有戚戚”。正因如
此，法律明文规定要切实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公众呼吁严惩泄露爆料人隐私的报复行为。况
且，诸如花总这样的爆料，一不是发泄私愤，二不
是肆意抹黑，而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有关部门更
应当挖出泄露他们个人信息的源头，以正视听，以
儆效尤。

古人言：“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
畏之。”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人们会从身边
的例子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
的。想想看，当人们看到花总维权之路走得那么
艰难，将会在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他们会不会
觉得，连网络知名人物尚且因爆料黑幕成了“透明
人”，维权还得靠个人单打独斗，自己今后还是少
管闲事，以免引火烧身？如果真是这么想的，那
么，这种心态一旦固化，在遇到一些社会丑恶现象
时，人们可能会更多地选择明哲保身，而不是“路
见不平一声吼”。

维权隐私不能只靠个人“死磕”，关键还得监
管者撑腰。当然，也要看到，隐私维权不是轻而
易举的事儿，挖出信息泄露的源头并非一时半会
的功夫。毕竟，网络空间那么大且又很复杂，不
负责任的人随便抛出一个信息，就够有关部门查
上一段时间。但越难越是揪住不放、一查到底，
越能体现保护举报人的诚意，越可以让花总们及
公众安心。

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贡献
率达 76.2%，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同
比下降0.9个百分点，旅游收入和电影
票房均增长10%左右……从国家统计
局最新公布的 2018 年经济“成绩单”
中可以读出：消费“蛋糕”在做大的同
时，也在进一步做好。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
“稳定器”。最新数据显示，最终消费
支出对 GDP 增长贡献率比上年提高
18.6 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
43.8个百分点，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
一驱动力的作用进一步稳固。正是得
益于此，我国经济肌体应对外在风险
的弹性与韧性大大增强。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
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稳住消
费、继续做大消费“蛋糕”，对实现经济
稳定增长目标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尽管近期个别月份出现消费增速
波动，但看消费的发展更应该看走势、

看长远。而且，我国人均GDP接近1万
美元，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超过4亿
的中等收入群体，都将成为挖掘消费潜
力、打造强大国内市场的坚实力量。

消费“蛋糕”既要做大，更要做
好。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说
明非食品支出在消费中上升，这恰恰
印证了消费从物质型转向服务型发展
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冰雪旅游的走
红，银发、亲子经济的火爆，康养、教育
服务的飙升，正是消费“蛋糕”做好的
表现。而且，我国服务消费已经占到
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以上，
昭示着我国服务消费发展潜力无限。

做好消费“蛋糕”，需要多方发
力。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升
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能
力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继续落实好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让百姓钱袋
子“鼓起来”；打破供给短缺现状，加快
服务业等领域市场开放，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产品和服务升级，让百
姓真正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好，这才
是做大做好消费“蛋糕”的真谛。

谈瀛州客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清锐 美编：杨薇

“园林县城不是简单的绿化，更要以人
为本，努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
群众在城市园林中有美的享受。”黄宗标
说，选择每一个树种都要仔细考虑，看它能
否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能否满足群众遮
荫的需求。

谈到如何在园林县城创建工作中更好
地坚持以人为本，黄宗标谈到：“城市的园
林绿化还应注重文化的融入。”

走在乐东县城沿江北路，除了江景花色
让人陶醉外，一处小细节也引起了笔者的注
意，不少树木上会有一块“腰牌”，上面不仅写
明了树木的学名、别名、分类、花语，还附上
了一个二维码。“我们希望家长带孩子在县
城中散步时像走入了一座植物园，家长可以
用手机扫码，告诉孩子这些是什么植物，讲
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黄宗标说。

“城市园林绿化三分靠建设，七分靠管
理。”黄宗标介绍，乐东绿地养护坚持“建、
管”并重，实行“三定”管理办法，即定任务、
定人员、定标准。通过日、周、月检查评比，
使乐东县园林绿化管理工作进入规范轨
道。目前，乐东已建设完成保定苗圃、山荣
苗圃等6个苗圃，积极进行紫藤、弯子木、
花旗木、麻油藤等树种的引种驯化研究。

在省住建厅的通报中，明确提出了希
望乐东进一步巩固发展园林绿化成果，认
真总结经验，积极创造条件，争创国家园林
县城。1月22日上午，乐东十五届人大五
次会议上，乐东县长李永群在作政府工作
报告中就提及今年乐东将“继续巩固‘国家
卫生县城’和‘省级园林县城’成果，启动创
建‘国家园林县城’活动。”

花红草绿，城泛春潮。乐东再次吹响
奋进的号角，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多彩
幸福工程，让群众在绿水青山间有更多获
得感与幸福感。

（策划/易建阳 撰稿/君琼）

乐东获评省级园林县城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打造多彩幸福工程

岁末年初，乐东黎族自
治县县城街头绿意盎然、花
团锦簇，一派生机勃发、喜
庆吉祥。与此同时，乐东捷
报频传：2018 年 12 月 26
日，省爱卫办正式命名乐东
为海南省首批健康示范县
城；2019年1月15日，省
住建厅发布通报，决定命名
乐东为省级园林县城。

从2010年成立县园林
绿化管理中心，明确园林绿
化主体责任，到2015年正
式提出创建省级园林县城
的目标，再到2017年底启
动“一巩双创”（巩固国家卫
生县城，创建海南省文明城
市、省级园林县城）工作，从
更高的历史站位，将省级园
林县城创建与生态文明建
设作为全县重点工作大力
推进。回首来路，省级园林
县城称号得来不易，乐东全
县上下联动，既是奋力追
赶，又是“背水”迎考。

乐东并非为“创建”而
创建，而是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
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建
设和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
不断改善城市环境、人居环
境，让群众在绿水青山间提
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步入乐东民族文化广场，眼前色
彩繁多、造型各异、错落有致的园艺
景观引人入胜；盛开的菊花黄白相
间，飘散沁人心脾的芳香；绽放的三
角梅红艳欲滴，摇曳在冬日的凉风中
自有一番韵味。

附近居民邢国忠是民族文化广
场的常客，年过七旬的他每日清晨都
要带孙子到这里散步、晨练。“记忆里
还有县城黄土飞扬的场景，特别是下

雨后，黄色的泥水便会流到街道上。”
谈起县城变化，邢国忠笑道：“现在环
境好了，我们住在这里也开心咧。”

环境的变化，首先得益于乐东在
公园建设上精心打造“绿点”。乐东
近年来先后建设完成民族文化广场、
水上公园、市民休闲公园、沿江南路
带状公园、安定中路街旁绿地等14
处各类公园绿地，规划在建湿地公
园、昌化江北岸带状公园、乐东中学

北门小公园，逐步改善绿地分布不均
衡的客观实际。

“乐东打造的方向是城在园中，而
非园在城中。规划上谋定而动，在居
民楼还未建设之前就规划了大片土地
用于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乐东县园林
绿化管理中心主任黄宗标介绍。

与此同时，乐东的道路绿化与城
市景观相结合，在23条道路绿化推广
种植多种乡土树种，花化、香化、彩化

相结合，逐步实现“一路一树、一路一
景、一路一个特色”的道路绿地。据不
完全统计，园林规划种植的花、树种类
有120余种，努力实现人在景中。

此外，乐东充分利用昌化江、南
通河等良好的自然条件，提高公园绿
地的数量，并根据合理的服务半径进
行布局，力求做到大、中、小均匀分
布，满足居民步行“300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需求。

“园林县城创建不是简单栽花种
树，而是包含了环境卫生、市场秩序、
交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整治。”
乐东“一巩双创”工作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

近两年来，乐东通过山林保护、
湿地恢复、生态廊道建设、景观界面
控制等手段积极保护城乡赖以发展
的生态基底，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和生
态修复，逐步形成了“山—海—水—

林—草”自然生态格局，有机连接外
围自然生态要素与县城绿地系统，建
设完整的生态体系。

目前，乐东各类绿地布局合理、
功能健全，初步形成了脉络分明、独
具特色的城市绿地系统。县城建成
区绿地面积204.38万余平方米，公园
绿地面积47.49万余平方米，绿地率
达32.02%，绿化覆盖率37.08%，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2.63平方米。全县道

路绿化普及率达96.23%，道路绿地
达标率达80.59%。林荫路推广率达
71.18%。

加强公用设施建设。近年来乐
东加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城
市自来水厂的建设力度，城市污水处
理率达89.8%，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100%，城市管网水检验项
目合格率达100%，公共供水用水普
及率98.8%。

加强道路建设。乐东目前完成
了县城乐福路、乐兴路等6条新建道
路工程，并对已建成道路开展完好率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护及维
修，确保城市道路完好率达到92%以
上。深化县容县貌整治，坚决防止乱
搭乱建、占道经营、流动摊点、马路市
场等现象“回潮”，推进城市立面、地
下电网、街道管道、铺面招牌、城市照
明、无障碍设施等市政工程建设。

城在园中 人在景中

夯实基础 综合整治

以人为本 建管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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