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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关注“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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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5月1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王敬雄）5月16日，琼海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奔
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活动交
通管制信息，决定于5月18日 7时至11时对
嘉积城区万泉河路与善集路交叉路口至万泉
河路与人民路南堀小学交叉路口路段实施交
通管制，确保“奔跑海南”活动期间交通安全、
有序、畅通。

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在管制路段
通行及停放；参加活动的工作车辆应服从交通
警察的指挥，按照指定地点有序停放。在管制
区域内居住的居民出行或需经管制路段通行的
一切车辆，应按照交通导流标志指示及交通警
察指挥绕行。

另外，交通管制期间，加龙线往万泉河路方
向的4.5吨（含）以上货车需绕行西外环路行驶，

国道223线温泉往爱华西路方向的4.5吨（含）
以上货车绕行人民路、豪华路行驶。

据悉，由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
健跑（琼海站）活动将于5月18日7时许在琼海
市万泉河广场鸣枪开跑。琼海市公安局提醒，
为避免交通管制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广大市
民需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 本报记者 袁宇

“奔跑海南”2019环
岛全民健跑（琼海站）活
动（以下简称“奔跑海南”
琼海站活动），将于5月
18日7时许在琼海市万
泉河广场鸣枪开跑。目
前赛事进入倒计时阶段，
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最后的准备。海
南日报记者5月16日从
组委会获悉，琼海站赛事
医疗、交通、安保等保障
工作已完成，赛道设置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5月16日是参赛选
手领取装备的第一天，截
至5月16日18时，已有
800多名参赛选手领取
装备。据悉，装备领取
时间将于 5月 17 日 19
时截止，还未领取装备
的参赛选手需尽快前往
指定地点领取。

“奔跑海南”琼海站明日开跑

万泉河畔，开启速度与激情的角逐
5月18日7时，在一段精彩的健身操表演和

热身运动过后，2000多名跑者将在万泉河畔，
开启一段速度与激情的角逐。据了解，为了保
障此次比赛顺利进行，主办方联合相关部门制
定了详细的安全保障、医疗保障方案，并采取多
项降温措施。

为保证比赛安全、顺利进行，比赛期间各段
比赛线路将设置关门时间，关门时间到后，将由
沿途志愿者、安保人员通知参赛选手。在规定
的关门时间内，未跑完对应距离的参赛者应立
即停止比赛，退出赛道，以免发生危险。10公里
比赛，关门时间为120分钟；5公里比赛，关门时
间为60分钟；3公里比赛，关门时间为30分钟。

医疗保障方面，活动当天将由琼海市人民
医院配备两辆医疗救护车，一辆在活动现场进
行巡视，另一辆则留在医院“待命”。另外，活动
现场将配备一支由18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
伍，队伍分为6个小组，分别驻守在赛道的起终
点、补给站以及饮水站，为参赛选手提供服务。

降温方面，主办方在赛道的终点处配备了
冰桶海绵，供参赛选手使用。由于当天天气较
炎热，活动现场还安排了两辆高压喷淋车，为参
赛选手降温。据悉，活动现场将设置两个完赛
补给站，分别在起终点和5公里折返点，补给物
品包含奖牌、饮用水、香蕉以及完赛毛巾等。另
外，在2.5公里折返点和5公里折返点共设有3

个饮水站，为参赛选手提供饮水补给。
此外，主办方提醒参赛者，比赛前参赛选

手一定要对身体进行全方位检查和评估，特
别是心脏、血压常规检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
况适合参加参赛；身体素质不达标的朋友一
定不要盲目参赛；在比赛过程中如果感到自
己身体出现了不适反应，例如乏力、头晕、胸
部持续发闷，或是意识到自己坚持不住了，一
定要停下来，不要逞强；比赛结束后不要立即
停下，要多走一走，做好缓冲及降温运动。另
外，因活动当天现场人数较多，人流量大，报
名亲子组的家庭一定要照看好孩子，以免发
生安全事故。

5月16日是参赛选手领取装备的第一天。当
天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海南银行琼海支行
门口的装备领取区，看到志愿者已在发放点将物资
分拣完毕，并于当天10时起向参赛者发放装备。

在装备领取区，四个帐篷整齐排列，除了个
人组、方阵组和亲子组的装备领取区域外，现场
还设有信息核验区域。

“像这种活就是要细心，稍不留意就会弄
错，或者是漏掉某个步骤。”负责核验信息的志
愿者曾晓琪是琼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017
级的学生。她表示，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非
常愿意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可以在社会实践中

提升个人能力，也可以多见见世面。
据悉，装备包里配有参赛T恤、号码簿、芯片

（10公里）、抽绳包、参赛指南等物品。参赛者可
于5月16日、17日10时至19时携带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凭借报名成功短信前往琼海市银
海路38号海南银行琼海支行领取参赛装备。如
果本人没有时间领取装备，可委托他人代领。代
领人需携带参赛者身份证复印件，凭借报名成功
短信到装备发放地点领取装备。装备发放时间
结束后未领取的装备，视无人领取处理。

截至5月16日18时，已有800多名参赛选
手领取装备。还未领取装备的参赛选手需尽快

前往指定地点领取比赛装备。因个人原因无法
在5月17日19时之前领取装备的参赛选手，可
于5月17日晚11时前到琼海市昌隆酒店门口
领取参赛装备。

据了解，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均来自琼
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除了5月16日、17日
两天负责发放装备的20名志愿者之外，比赛当
天还配备了150名志愿者，为此次活动提供服
务。志愿者纷纷表示，希望此次的志愿服务能
够助力“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顺利进行，让参
与活动的健跑者尽情享受奔跑的乐趣。

（本报嘉积5月16日电）

各项保障工作已就位

百名志愿者助力健跑活动

保障“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
琼海嘉积城区部分时段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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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用创新之手擦亮“中

国品牌”。品牌立起来，创新是根基。
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掌握核心技
术才有话语权和主动权。因为重视创
新，华为以超过千亿元的年研发投入增
强核心竞争力，兴澄特钢连续九年位列
世界轴承钢产销量第一……有句话说
得好，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
术。咬定创新不放松，既是企业发展的
突围之路，也是打造品牌的崛起之路。

@半月谈杂志社：除了“打卡”，还
有多少“病毒式传播”需要清理。近
日，微信发文通报称，多个英语学习公
众号利诱分享朋友圈打卡行为违规。
当前，充斥太多商业行为的朋友圈确
实需要净化，禁止打卡式学习可能只
是一个开始，类似的病毒式传播还有
许多。作为爱学习的你，应该知道打
卡终究只是形式，学习的方式有很多
种，重要的是最后能学到多少！

@中国青年报：死刑犯如何变身
“大李总”？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若
不是这轮“扫黑除恶”揪出了孙小果的
犯罪团伙，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
个被判死刑的人不仅还活着，而且活
得逍遥快活。面对公众的困惑，有关
部门有义务查清孙小果摇身一变成为

“大李总”的真相，给公众一个满意的
交代。 （张辑）

清理“共享废车”
运营企业应负主责

■ 冯海宁

据媒体报道，个别企业在北京市发布共享单
车“禁投令”之后，仍然违规投放。针对上述现
象，北京市交通委近日发布消息，将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全面清理无序、违投、废弃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在方便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同时，所形成的废弃车辆给城市带来了新的烦恼
——长期占用道路、公共场地、绿道等公共空间，
影响市容环境和市民出行，亟待清理。按照有关
政策规定运营企业应该及时清理废弃单车，但现
在却变成了需要政府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部
署全面清理的局面，可见部分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履行职责不力。

北京市此次按照“市级统筹、属地监管、企业
主责”的原则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分工很明确，接
下来就要看属地如何监管，企业如何履责。但需
要明确的是，目前正常运营的企业自己承担主要
清理责任，可是那些已倒闭的运营企业，其废弃
共享单车谁来清理？如果只能由政府部门负责
清理这部分共享单车，谁又该为这种清理成本买
单呢？只有明确这个问题，清理才能更彻底。

根据物权法，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合法性不得
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清理
废弃共享单车所产生的成本不该由财政或通过
行政执法来负担，应当由相关企业来承担。不
过，已经倒闭的运营企业显然没有办法承担这个
成本。对此，笔者建议，一方面组织志愿者清理
以减少成本，另一方面将清理回来的废弃车辆处
理所得收入，用来支付清理成本。

加强共享单车管理，除了要从总量预防外，
还需强化运营企业的主体责任，使其做到及时维
护和清理。这既需要属地管理部门充分利用技
术手段，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督促运营企业及时
清理废弃共享单车，也需要运营企业在维护和清
理环节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及时维护和清理损坏
的共享单车。因此，不妨就清理废弃共享单车制
定专门监管办法。比如，废弃3天的共享单车未
被及时清理的，属地监管者应立即提醒运营企
业；废弃一周未清理的，应当公开警告运营企业；
废弃一个月未清理的，应开出罚单。

（摘编于5月16日《经济日报》）

新华社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今
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继续保持
20%以上的快速增长。为保证投
递效率，不少快递员在未取得收件
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快递投入
小区的快件箱，引来不少消费者抱
怨和投诉。

消费者网购很多时候就是图个
便捷。快递直接入箱，确实提高了
投递效率，也让快递小哥少跑腿，但
对消费者而言就不那么美好了。往
小里说，它让消费者多跑路，有时还
得为快递存放额外付费，往大里说，
它让消费者的选择权无处安放。这

就难怪人们质疑：不打招呼就放快
件箱，说好的“送货上门”去哪了！

破除快递“最后100米”痛点，
一方面，需要快递行业把消费者的
选择权放在心上，拿出实实在在的
改进措施；另一方面，也需要城市加
强末端服务设施建设，为小区配备
更多的智能快件箱。这正是：

快递入箱须商量，
一放了之太鲁莽；
行业火爆实堪喜，
客户体验不可忘。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一放了之”欠考量

媒体日前报道，在即将到来的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多个省市旅
游景区（点）门票将有优惠。例如，北
京市 37 家文旅单位将实施优惠票
价；上海市将有 70 个旅游景区（点）
参加门票半价惠利于民活动；重庆市
20多个景区将向游客免费开放；江苏
省超过50 个景区将免费开放，200 多
个景区（点）实行门票减免。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
是“文旅融合、美好生活”，倡导文化
旅游不断融合，继续提升文化旅游服
务品质，让文化旅游真正成为人们美
好生活的新动能。不可否认，一些景
区推出“旅游日”当天门票优惠活动，
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样的优惠乃至
免费活动，只在每年的“旅游日”当天
进行一次，似乎没有太大价值。因为

“旅游日”每年只有一天，对于上述优
惠人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有的
人为了享受优惠，可能找出各种理由
请假，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而
且景区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下
子涌入过多游客，必然给其安全、管

理等带来各种挑战。
“旅游日”门票优惠，看起来对所

有人开放，但能真正享受到的可能只
是极少数。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在

“旅游日”施行门票优惠，不如平时
把门票价格降下来，让更多的人能
游得起、想去游。近几年，河南白云
山、浙江天台山，以及宁夏、安徽等
多地景区实行限期免票或永久免
票。从这些地方的实践来看，门票
收入确实减少了，游客大幅增加了，
整个景区人气也旺了，餐饮、住宿、文
化演艺、旅游文创、交通运输等领域
的消费随之攀升。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典型的“眼
球”经济、人气经济。做大做强旅游
业，功夫不应放在“门票经济”上。随
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景区亟须摆
脱“门票依赖”，以免费惠民、升级服
务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是实现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探索实
施限期免费或者永久免费，以之撬动
全域旅游升级，助推整个第三产业实
现大发展，将会使地方旅游经济这个
大账上增加更多的收益。毕竟，旅游
门票收入在整个旅游收入中所占的
比例很小。

“旅游日”门票优惠不如平时降价
■ 胡建兵

来论

日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扫黑
办、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卫生健
康行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包括
查处医护人员帮亲戚朋友“协调挂号、
安排病床”等“微腐败”行为。消息一
出，引起广泛关注。

“微腐败”一般是指从事公务的人
员利用公权力及影响力在“小”事上谋
取私人利益，其实质是公权私用和滥
用。医护人员帮亲戚朋友“协调挂号、

安排病床”等行为，看起来是人情世
故，实际上是利用自己职权谋取私利，
并在这个过程中扰乱了医院正常就诊
秩序，也损害了其他病人的权益，将其
定性为“微腐败”并严肃查处，一点也
不为过。

在现实生活中，像“协调挂号、
安排病床”这样的“微腐败”并不少
见。比如说，扶贫领域就存在某些
村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优亲厚友，
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纳入扶贫对
象的现象。这样的案例，海南近来
也陆续通报了好几起。“微腐败”虽
小，危害却不小。一方面，这些行为

大多发生在老百姓身边，老百姓看
得见，不公平感、痛感比较强烈；另
一方面，它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
会风气。拿医护人员帮亲戚朋友

“协调挂号、安排病床”来说，医护
人员本应是医院就诊秩序的维护
者，却带头利用职权扰乱就诊秩序，
其对规则造成的破坏是可以想见
的。如果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作人员
都这样做，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守规
则吃亏，走后门得便宜”的“逆规则”
环境。

实际上，人们不是不知道“微腐
败”的危害，但是常常因为它“太小”，

太容易和普通的人情来往混淆，而轻
易放过。比如，针对陕西这次惩治医
护人员“微腐败”行动，就有网友提出，
医生救死扶伤，其亲友家属享受点优
先权也无可厚非。这些话初听起来似
乎有理，殊不知恰恰是这种“人情意
识”混淆了公私的界限，正是各种“微
腐败”滋生的温床。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微腐败”，
首先就要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就是要

“上纲上线”，就是要“小题大做”，绝
对不能有任何姑息。只要是用公权
谋私利，哪怕再小、再司空见惯，也要
一查到底。思想上重视，制度建设也

要跟上。换言之，必须要把制度的篱
笆扎紧，决不让“微腐败”有任何滋生
的空间。以医护人员帮亲戚朋友“协
调挂号、安排病床”为例，明确了它是

“微腐败”，对其进行严惩的同时，探
索建立公开透明的排号制度，医护人
员和病人都心里有数、有所敬畏，自
然鲜少“犯规”。

阳光是一切黑暗的天敌。“微腐
败”伤害社会公平，破坏社会秩序，但
能真正消除“微腐败”的恰恰正是透
明、公平的秩序。人人都涵养规则意
识、公平意识，拒绝一切暗箱操作，

“微腐败”自然就无所遁形。

惩治“微腐败”就要“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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