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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家开放大学，教育部直属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
学历教育优选，免成高入学，工作读书两不误，颁发国家承认
学历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可授予学位证书。

开放教育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11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63299166，琼海学院

62819613，三亚学院88214928，东方学院25583266，儋州学
院 23885117，五 指 山 学 院 86623720，屯 昌 学 习 中 心
67831937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二
楼招生接待中心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产”）拟对以下债权
资产按现状进行公开转让处置，现予以公告招商。1.对海南省二轻总公
司等15户企业债权资产包。截止本公告刊登之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总
额折合人民币为68,514,493.00元。2.对海南荣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截止本公告刊登之日，该债权本金总额为人民币80,464,528.92元。3.
对海南省畜牧兽医药械公司债权。截止本公告刊登之日，该债权本金
总额为人民币3,260,000.00元。债权的具体情况可向联合资产查
询。交易对象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海南华盈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享有对海南省二轻总公司等15户企业债权资产包、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对海南省畜牧兽医药械公司债
权的同等交易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
道81号南洋大厦23楼，联系人：孙女士 0898-68582835。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7895。

关于《琼海市塔洋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及
《琼海市塔洋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公示

《琼海市塔洋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及《琼海市塔
洋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塔洋镇
镇域行政范围69平方公里及“多规合一”确定的塔洋镇城镇开
发边界为界，规划范围为116.71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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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3月1日-3月30日）。
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

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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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73818@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塔洋镇人民
政府；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塔洋镇前门街1号；邮编：571427。（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
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13976398604，联系人：邓流清。
琼海市塔洋镇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日

关于《琼海市阳江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
《琼海市阳江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及《琼海市阳江镇文市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市阳江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琼海市阳江
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琼海市阳江镇文市墟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完成，规划范围面积为镇域145平方公里，镇区
160.95公顷，文市墟26.90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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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
日（3月1日-3月30日）。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
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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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3130@qq.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地址：海南省
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邮编：57144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
实有效，便于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
询电话：0898-62630241，联系人：杨豪。

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3月1日08:30—18：00对华为4K机顶盒（型号为EC6108V9）进行版
本升级，不影响电信电视观看。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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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柯尊松与被执行人王章杰、王曼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依法查封被执行人王曼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8
号慧远·美林谷住宅楼（一期）25号楼2层202号房（不动产权证号：
YG055873）。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财

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2019）琼0105执31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7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童小平、黄哲凯与被执行人海南江
义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查封的被执行人海
南江义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朱云路8号“环岛
家园”小区A401号、B401号、B403号、C401号、A402号、A405
号、B402号、B405号、B1501号、C1501号、C1503号、C1502号、
C1505号房产以及被执行人海南江义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位于海口市朱云路8号“环岛家园”小区1号-7号、9号、13号-
15号、17号-25号、27号、29号-31号、33号-60号、62号-64号、
66号-79号共计69个车位进行现值评估。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
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关于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改项目龙
岐村364号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364号(征收现场编号CA220)，东至郑
家、李家(征收现场编号CA58),南至蒙家(征收现场编号CA71),西
至林家(征收现场编号CA66),北至陈家(征收现场编号CA61),位
于龙岐村片区棚改项目征收范围内，土地面积182.27m2，现使用权
人为李诗云、李亚胜。

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异议的，请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
形式并持有效证据材料向美兰区龙岐村经济联社提出。逾期不提
出异议的，视为对公告的土地使用权属无异议，本社则将该地块的
使用权人确权为李诗云、李亚胜。龙岐村经济联社地址:海口市振
兴南路振兴市场，联系电话:13698967255 (李国胜)。

特此通知。
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岐股份经济合作联社

2019年2月2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2199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永万
路支行与被执行人海南酷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李建华、王海峰、
酷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被执
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G地块青年创业街项目一期
6#1106房(不动产权证号:澄房权证老城公字第25808号)、海口市
府城镇凤翔路府城镇政府大院B栋第四层403房(不动产权证号:
HK300003)。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 0898- 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 570311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25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义龙路36号钟山大厦A
座1302房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199.01m2，租期三年，挂
牌底价为40596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3月1日-2019
年3月14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zw.hainan.gov.cn/ggzy），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月1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33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339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4月9日10时至2019年4月10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
市龙华区紫荆花园Ⅱ区车位314号，起拍价：81061元，竞买保
证金：15000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3
月22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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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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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职位薪资待遇面议
联系方式：13368988889@qq.com

因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

一、销售经理1名
岗位要求：
1、35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从事高端房地产营销管理经验,

有良好的楼盘销售管理能力；
2、对市场的敏锐性强，有策划思维；
3、工作充满热情，抗压能力强，具备创新意识；
4、有营销策划经验的优先；
5、团队意识强，管理能力突出，敢于挑战不可能，执行力强。

二、销售主管1名
岗位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20-30岁，有过三年以上大型房地产楼盘案场销售经验；
2、热爱销售工作，组织能力强，善于与客户沟通，乐于接受挑战，追求高奖金收入；
3、具有较强的业务拓展能力，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三、渠道经理1名
岗位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从事高端房地产渠道管理经验；
2、根据销售产品特性，制定有效的渠道销售方案；
3、有岛外高端渠道商资源优先；
4、具备拼搏的市场开拓精神，能接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四、置业顾问5名
岗位要求：
1、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了解海南及海口西海岸房地产市场；
2、在其他地产公司有过一年以上的案场置业顾问经验；
3、热爱海南房地产行业有激情有梦想；
4、普通话标准，五官端正，限30岁以下。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拟报废处置一批点钞机等出纳机具设

备，请有意购买者前来参加竞价购买。

本公告长期有效。

电话：66559086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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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观察

涛声

来论

脱贫攻坚路上，有着道不尽的人
和事。前不久，我省8000余名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驻村伊始，一天当三天
用，当好乡村振兴的先锋，受到群众热
烈欢迎。日前，本报报道，昌江民营企
业欧兰德公司发挥基层“两新”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公司董事长年届六旬
积极入党，主动带领农户增收，在当地
传为佳话。

致富不忘反哺，重“输血”更重“造
血”，欧兰德公司及其负责人的举动是难
能可贵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主动把农
户脱贫致富的担子往身上揽、肩上挑，体
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彰显了
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担当。现实生活中，
正因为有了这份担当自觉并不断激发这
份担当自觉，很多企业家不辞辛苦地为
脱贫攻坚奔走，让不少贫困老乡走上了
致富路，助推脱贫攻坚爬坡迈坎。

古人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所谓的“欲仁”，说白了就是
为仁、行仁的担当自觉，就像上述企业
家主动帮助农户增收。它启示人们，
能不能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往往

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是不是居高位、握
权柄，更不在于会不会打广告、喊口
号，而关键在于想不想、愿不愿。实际
上，很多时候，越是注重“身外物”，越
是热衷唱高调，就越不会行笃实，更不
能出实效。想想也好理解，一门心思
追求外在条件，总是琢磨着把话说漂
亮，哪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干实事？

或许，对于相关企业家的担当自
觉，不必过度解读。毕竟，于他们而
言，这不过是平常之事，一旦推崇过
度，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但无论如何，
面对这种担当自觉，人们的内心应该
有所触动：一位无官无职的企业家尚
且想着为民造福，身膺重任的领导干
部又怎能不扛起担当？一个年届六旬
的“年轻”党员尚且一心当好先锋，年
富力强的党员又岂能不创先争优？一
个非亲非故的民企老板尚且把乡亲脱
贫当作自己的事业，作为帮扶对象又
有什么理由不奋力打拼？诚能如此
思、有所行，则善莫大焉。

万千事，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
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担当自觉，是一
种情怀，是一种境界，也是攻坚克难的重
要“武器”。愿每个人都能葆有这份情
怀，涵养这种境界，磨砺这个“武器”。

最可贵的是那份担当自觉
■ 张永生 @人民日报：还有多少“半仙”惑

众？河北女子胡瑞娟的丈夫因听信半
仙之言，认为妻子“蛇仙附体”，为治病
将其鞭打致死。可以说，胡瑞娟死于
丈夫的残酷之手，也死于“半仙”的妖
言之口。尽管科学昌盛，但一些地方
仍有“半仙”装神弄鬼。从钱财被骗，
到搭上性命，悲剧屡屡上演。中央一
号文件曾明确提出，丰富农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法治社
会，不容“半仙”横行。

@新华视点：斩断伸向“养老钱”
的黑手。“坑老”问题一再发生，凸显犯
罪分子“精准围猎”之害，也暴露老年
人容易上当的“软肋”。面对花样翻新
的骗老套路，急需扎紧养老“钱袋子”，
监管不能有短板，防范更需常升级。
严格项目审核，筑牢监管体系，对集资
骗局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为老人安享
晚年撑起一片晴空。

福建日报：“宫斗文化”该适可而止
了。近期，宫斗题材电视剧遭遇各大卫
视集体“下架”，引发网友热议。但不少
宫斗剧早已转战网络平台。宫斗剧该适
可而止了，影视作品应倡导更积极向上
的正向激励，鼓励年轻人意气风发，创造
更加美好的明天，别再指引年轻人用宫
斗的思维和技巧为人处世了。 （邓辑）

“司马光砸缸罚款二十”
错在哪？

■ 晏扬

近日，厦门一小区围墙上出现“司马光砸缸罚
款二十”的普法宣传画。面对质疑，宣传画制作单
位思明区司法局先是回应“该画并无不妥，不要吹
毛求疵”，等到质疑声越来越大，才表示“已拆除该
宣传画，将重新设计更换”。

“司马光砸缸”是千古美谈，即便在当下，也是育
人的好素材，却不料突然有人一本正经地说，砸缸属
于“损毁公私财物”，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
应当予以罚款。如此普法宣传，到底错在哪？

首先错在违背法律常识。“损毁公私财物”并
不必然构成违法，比如为了救人砸破车玻璃，或者
为了救人砸破水缸。这是生活常识，也是法律常
识，因为法律上有个“紧急避险原则”——为了使
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
一方的合法利益，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用现在的法条来审视“司马光砸缸”，显然，一
口水缸和一条人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面对“正在
发生的危险”，司马光“不得已”而采取砸缸救人的
行动，完全符合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且没有超过
合理限度，此举不仅属于合法的紧急避险，而且属
于高尚的见义勇为，不仅不该受到处罚，反而应该
受到表扬。

其次，“司马光砸缸罚款二十”具有导向性错
误。“司马光砸缸”既是见义勇为，更是“见义智为”
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面对“老人倒地扶不扶”“别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等社会舆情，上上下下、方方面
面都在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为此各地不断提高
见义勇为奖励标准，纷纷出台“好人法”为见义勇为
保驾护航。在此背景下，所谓“司马光砸缸罚二十”
无疑是在唱反调，混淆视听、误导公众。在这幅宣
传画中，甚至只强调司马光应被罚款，无只言片语
肯定他的见义勇为，这种颠覆“三观”的宣传会给公
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其实，无论法律常识错误还是导向性错误，都
是显而易见的，司法局作为专业机构不可能不懂，
为什么还会犯这种错误？甚至在有人提出质疑后
仍一度坚持己见？背后的问题，恐怕是对普法宣
传工作不用心、不上心、不尽心，马马虎虎，得过且
过。这种工作态度上的问题，恐怕才是错误的根
源，才是最大的错误。

菜价起伏不定，最受伤的往往是
菜农。2月26日，海口市农业局与人
保财险海口市国贸支公司一行前往
海口市城西镇苍东村和新发地蔬菜
种植基地，为菜农和基地共支付保险
赔款 38 万多元，补偿菜农春节前因
蔬菜价格下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叶菜价格指数保险的“护航”下，海口
众多菜农有了兜底保障，种菜血本无
归的现象将不复上演。（2月28日《海
南日报》）

“菜贱则伤农，菜贵则伤民”的怪
圈，让不少地方的决策者颇为头痛。
从各地的经验看，要打破这个怪圈，仅
靠行政命令难于奏效，需要综合运用
政府政策扶持、市场配置资源、金融杠
杆助力等多种手段才有可能。海口率
先推广叶菜价格指数保险，以源头生
产为突破口，发挥保险效能，为菜农兜
底，实现“旱涝保收”，这一举措在提高
菜农积极性、保障蔬菜产量、稳定蔬菜
价格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一
招破局的妙手。

菜价起伏，原因复杂多样，有天气
变化，有物流影响，也有市场趋利，不

一而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菜价起
伏不定，最伤的是菜农的积极性。碰
上菜价严重下跌，有时亏本也卖不
动。如若再遇滞销，还会卖多亏多，以
至于菜农宁愿菜烂在地里，也不愿卖
到市场。加上海南属热带岛屿季风性
气候，夏秋季高温多雨，有时一场台风
就能让菜农一季的劳作化为乌有。近
年来，“菜贱伤农”现象在各地频繁上
演，综观各地情况发现，如果放任不
管，未来还可能演变成“菜贵伤民”。
推出叶菜价格指数保险，就是让菜价
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区间，让
菜农稳定受益，保护其生产的积极性，

从而稳定生产，保障供给。这样，既防
范了“菜贱伤农”，也预防了“菜贵伤
民”，可谓一举两得。

百姓天天要吃菜，天天要提菜
篮子，稳定菜价是民生难点。“菜贱
伤农”，伤害的是广大农民的利益；

“菜贵伤民”，影响的是整个海南百
姓的生活。人们犹记得 2016 年春节
期间，海口甜菜价格高达 40 元每斤，
让市民大呼“吃不起”。而市场上

“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现象
的 此 起 彼 伏 ，更 是 刺 痛 人 们 的 神
经。所以，维护菜价相对稳定，是政
府必须要抓好的民生工程。省长沈

晓明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把菜价稳定作为今年提高
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民生工作来抓。
对各地而言，这一任务绝非轻而易
举就能完成。它不仅考验政府为民
办实事的决心，也考验政府解决民
生痛点的能力。

当前，相关市县和部门已经迈开
步子，做出探索，推出叶菜价格指数保
险就是其中较好的一项举措。要想更
好地保障百姓的菜篮子，还需在流通、
销售等更多环节广开思路，积极创新，
多出新招妙招，让农民和市民两头都
能获益。

为菜价兜底 为菜农护航
■ 邓瑜

明码标价，无人售卖，货品伸手
可取，付款全靠自觉。在河北，名为

“诚信驿站”的无人售货点已成多所
高校的独特风景线。它在便捷服务
在校师生的同时，也为培育和传递
诚信文化搭建起了重要平台。

河北高校的“诚信驿站”始于
2011年，原本只是为了方便学生，
没想到无意间让校园刮起了一股诚
信风。小小驿站见证了诚信力量，
也见证了当代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养

成。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科学知识，也当
培养起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驿
站”不失为一堂生动的体验式教育
课。这正是：

小小驿站大用场，
传递诚信好平台；
校园教育无边界，
良好品德当培养。

（图/朱慧卿 文/邓瑜）

“诚信驿站”好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