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关于进行上贤（沙亮）棚改项目
盛贤景都停车位选购工作的通告
尊敬的盛贤景都被征收户：

为科学合理地开展美兰区上贤（沙亮）棚改项目盛贤景都小区
停车位选购工作，我公司拟于2019年7月5日至 7月12日进行盛
贤景都停车位选购登记，请您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和《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前往指定地点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原件及复印件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停车位选购的具体方案和
流程可在登记时领取，选购工作于2019年7月13日至7月14日
期间进行。

意向登记地点：盛贤景都物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5377929
特此通告！

海南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7月5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
改造及东延长线安置地配套工程测量

及可研等编制的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安置地配套工程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总用地面积为176.85亩，总投资9150.22万
元，建安费7406.42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1、测量；2、项目建
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1-2分别报价）。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7
月10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符明 联系电话：18289930608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7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远大购物广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远大购物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6号，属《海口市
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规划》15号地块范围。项目于2014年7月通过
规划许可，项目方案为9栋地上4-30层，地下2层商住楼，批建面积地
上266700.03m2、地下108227.02m2。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地下室停
车位位置。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调整。为广泛征求
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19年7月8日至7月1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
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8日

海南省湖北商会通告
根据海南省湖北商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会副会长

以上领导已办理2019年度注册手续，现予通告：
会长：陈良刚
常务副会长：胡卫东、罗晓东、杨云南、陈峰、胡泳

（女）、毛耀宗、周金华、肖俊、周卫华、董时明、尹钰淇
（女）、聂永红

副会长（以姓氏笔划为序）：丁兆银、马明德、王雄攀、
邓勇、田璋、刘小林、严晨曦、李达刚、李进、李洪喜、杨寿
山、何佳晖、张小龙、张常喜、陈飞、陈欢、陈雅、邵淼清、昌
又香、罗军、周攀（女）、郑锋、官强华、胡凤桔、柯安林、饶
章伟、秦立志、贾希信、徐犇、高莉（女）、郭伯衡、喻涛、税
明彩（女）、管韬、廖志刚、潘风、戴太伟、徐俭平、孔祥富

秘书长：胡卫东
监事长：童晨光
特此通告。

海南省湖北商会
2019年7月8日

供 求

遗失声明
文昌东路特约客服中心遗失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
据，编号15713501-15713557；特
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李丽婷、马良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金碧天下商铺 127-106 号房收

据，房款收据编号：HN1302912、

HN1426013、HN1412765，现 声

明作废。

▲海南中维华博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D4YM9H，声明

作废。

▲吴秋勇不慎遗失海南雅海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A0901区-

组团 5A号楼 806房购房收据一

张，编号雅海旅 0002632，金额

95584元，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安踏服装鞋店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46000619860504001401，声

明作废。

▲昌江石碌香兰猪肉摊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1MA5RE0C46A声明作

废。

▲昌江叉河林海东汽车运输户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1600084776,声明作废。

▲符式鹏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5199410233519, 特 此 声

明。

▲刘凯华不慎遗失，海南三林旅业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红树湾

A05-1-1505单元认购书一份，编

号：HK4005671，特此声明！

公告
关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疏港大道
北侧即琼（2019）文昌市不动产权
第0007589号《不动产权证》项下
土地合作开发事宜、合作项目公司
文昌溪田欧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交
易及增资扩股等任何形式的合作，
现因合作主体争议等法定事由出
现，我集体经济组织紧急公告:所
有涉上述土地合作开发、涉开发之
上述项目公司的所有合同及协议
均即时中止履行，待相关争议处理
妥当后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文昌市文城镇燎原村民委员会溪
田欧村民小组

2019年7月5日

海南鼎和拍卖公司预拍信息
受委托，我司将于近期拍卖下列标
的：1、海口市临街独栋商业用房两
处；2、海南省屯昌县城房产项目；
3、海口市别墅多栋；联系电话:
68585002 68585005

写字楼招租信息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财富广场
（675m2或 1118m2）、鸿联商务广
场（304m2）写字楼招租，精装修，
带办公家具，中介勿扰，欢迎有实
力单位联系18976594072

通知
海南如意岛旅游度假投资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请于2019年7月8
日前与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办
公室王小姐联系1351982182。

减资公告
海南荣盛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信用
代 码 91469007698942728B）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
注册资金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荣盛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五指山番那养殖专业合作社拟向
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来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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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海南，骄阳似火，万木葱茏，在
这充满活力的夏日里，一系列精彩绝伦的
技能比拼将在全省上演。7月5日上午，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联合儋州市政府、省机电工程
学校、省茶叶学会承办的2019年海南省
职业技能大赛在海口启动，为期3个月的
职业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大赛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
想”为主题，旨在为广大技能劳动者搭建
一个开拓视野、展示技能的平台，激励引
导技能劳动者学技能、用技能、拼技能。

创新办赛模式挖掘品牌特色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技能大赛
为省级一类大赛，具体分为家政服务、美
容美发、汽车维修、茶艺4大类10个竞
赛项目。比赛将持续到9月底，每个竞
赛项目均设立一、二、三等奖，根据《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内的竞赛项目，主办方将
为获奖选手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同
时还为各项目前三名颁发金、银、铜奖，
分别给予8000元、5000元和3000元奖
金进行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职业技能大
赛创新了办赛模式，由市县政府、行业、
学校联合办赛，尤其是与儋州市政府联
合承办的家政服务和美容美发类项目，
挖掘和开发了儋州品牌特色。另外，大
赛期间，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与省茶叶学
会联合承办的茶艺师项目，将给大家呈
现一场唯美、热闹、渲染传统中国茶文化
韵味的技能比拼。

“这次省人社厅将茶艺师的技能比
赛列入省职业技能大赛，充分体现了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也将按照全

国茶艺职业技能竞赛的标准来设置此次
比赛的各项规则。”省茶叶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陈世登表示，通过此次比赛，不仅
能够提升海南茶艺师的职业技能，还能
让更多的人对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提升海南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从而为
建设美丽新海南做出贡献。

搭建发展平台培养技能人才

当前，我省正处于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关键时

期，需要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
数据显示，我省目前技能人才总量不足，
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截至今年5月
底，全省高技能人才6.9万人，仅占技能
人才总量的14％。

在此次大赛的启动仪式上，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组
织技能大赛是发现、培养和选拔高技能
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大赛，引导全社
会各行各业技能人才钻研业务、敬业爱
岗，提高职工队伍技术素质，从而推动
产业发展，满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需要。
“自从参加大赛并获奖后，我的生活

发生了变化。专业水平提高了，宝妈们
也更加的信任我了！”家住海口的迟明霞
原本是一位全职妈妈，后来开始从事母
婴护理工作，并参加了2016年海南省职
业技能大赛，经过努力，她在比赛中获得
家政服务项目团队冠军和个人一等奖。

“希望这个行业里面想脱颖而出的姐妹
们都能来参加这次大赛，因为比赛不仅
仅是能实现自我价值，还能给自己带来
更好的未来！”迟明霞说。 （撰稿/柳莺）

搭建技能展示平台，联合多机构办赛，个人最高奖金8000元……

2019年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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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淳艺

毕业季别成“烧钱季”

权责对等利于文明养成
■ 魏燕

观察

微评

时
事
图
说

食品谣言从根铲

@人民日报：良渚古城申遗成
功，意味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获得广
泛认可。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远古
的中国，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曙
光”。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国家的文
明精华，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追求。
呵护好文化遗产，在文明曙光辉映
下，我们将获得丰厚滋养。

@中国青年报：“朋友圈”离现实
生活有多远？近期，微博里出现了
一个热门话题：“朋友圈里的假精
致”，意思是有些人在朋友圈里精致
又积极，现实生活却一团糟。据心
理咨询师解释，朋友圈和现实生活
中差距大，是因为内心深处不够自
信，对自己不够接纳。当我们接受
自己真实状况时，理想的社会化的角
色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小，
情绪消耗比较小，内心也就更快乐。

@光明日报：恶搞短视频的底线
究竟在哪里？为拍恶搞视频博流量，
武汉一对情侣趁人不备，将粪水泼向
无辜路人。汉阳民警随后将二人抓
获。在法律这条底线之上，才有短视
频创作的合规与多元。遗憾的是，作
为主要责任人的平台方似乎始终疏
于监管。以出格和危险博眼球，以违
法或三俗追流量，平台方不管不问，
甚至分类集锦。如此“变现”的逻辑，
无怪乎公众要谴责某些短视频软件

“拉低国人集体智商”。 （张 辑）

星巴克咖啡致癌、草莓是最
脏水果、薯条能治脱发……据《工
人日报》报道，日前，中国健康传
媒 集 团 舆 情 监 测 中 心 发 布 了
《2018 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报
告》，总结剖析了去年食品安全谣
言十大案例。这些案例的存在，
说明食品安全谣言治理工作仍然
任重道远。

常言道，病从口入。随着生
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更加关注饮
食健康、生活质量，这本是好事，
但科学素养没有跟上需求变化，

结果难免导致对食品谣言偏听偏
信，这也为造谣传谣提供了土
壤。基于此，我们固然要对造谣
传谣者严厉打击，更要做好科学
普及，提升大众理性素养，从根子
上铲除食品谣言滋生的土壤。这
正是：

百姓生活要健康，
食品谣言急登场；
盲听偏信易上当，
万物相和自有常。

（图/美堂 文/张成林）

近日，浙江义乌电动车闯红灯与
汽车相撞被认定为全责一事，引起网
友强烈关注。海口交警表示，近年来，
海口电动车事故判定标准也有变化，
在证据确凿时不再照顾“弱势群体”。
对海口交警的这个表态，笔者深表赞
同。作为城市交通工具的一种，电动
车应该与机动车权责对等。

曾几何时，在电动车和机动车相
撞事故中，社会公众普遍会同情电动
车主，交警判责时也会根据“照顾弱

者”原则“偏袒”电动车主，让机动车主
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方面是出于人
的同情心理，认为电动车“肉包铁”，是
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由于道路交通设
施不完善，当交通事故发生时，没有清
晰的路面监控设备，事故原因很难界
定，交警执法时多采取“保护交通弱势
方”原则。

然而，这种“照顾弱者”的执法，让
机动车与电动车权责不对等，对行车
文明的养成和道路交通安全都无益。
一方面，这对机动车主不公平。不少
交通事故中，机动车驾驶者并无过错，
却还要承担相应责任和损失。另一方
面，这也间接降低了电动车主的交通

违法成本，无形中是对电动车违法行
为的一种纵容，不利于交通规则意识
的养成。近年来，随着电动车数量越
来越多，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也逐年
增多。据公安交管部门统计，2013年
至2017年的5年间，全国共发生电动
车肇事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 5.62 万
起，造成 8431 人死亡。电动车成为

“马路杀手”，未尝不是和电动车驾驶
员交通法规意识淡薄有关。

对因电动车肇事造成的交通事
故，执法不能因其“弱势”而有所偏
袒。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路面高清监
控设备和车载录像设备的普及，交通
事故取证不再困难，“保护交通弱势

方”原则的前提不复存在。因此，交警
执法完全可以刚硬起来，在处理与电
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时，不用再考虑

“保护弱者”，该负全责要负全责，该赔
偿的也要赔偿，用严格的执法打消电
动车驾驶员的侥幸心理，警醒那些不
遵守交通法规的电动车驾驶员，让他
们有敬畏之心，文明行驶，不敢再横冲
直撞，视交通规则为无物。

同时，也要看到，在交通事故处理
上不照顾“弱者”，固然有利于电动车
驾驶者文明意识的养成，但这毕竟只
是事后的惩戒。文明意识的养成，还
需要把关口前置，在日常管理上下功
夫。海口电动车数量多，目前登记在

册的电动车已超过75万辆，与机动车
保有量不相上下。如何让庞大的电动
车主遵守规则、文明出行，无疑是摆在
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相比于机动
车，电动车管理多失之于宽，执法监督
也往往一时紧、一时松。笔者认为，不
妨借鉴机动车管理方法，对电动车从
严管理。比如，海口全城75万辆电动
车已登记上牌，完全可以借助路面监
控设备和交通大数据，把电动车驾驶
行为纳入常态化管理之中。一旦电动
车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罚，违法次
数达到一定限度可以限制上路等。只
有管理和处罚并重，才能把“疯狂”的
电动车拉入文明行驶的轨道上来。

毕业季又至。眼下，如何给孩子
留下一段美好的毕业回忆，成了家长
的“头等大事”。毕业旅行、毕业写真
几乎成为小学、幼儿园毕业生的“标
配”。五年级学生家长刘侃给记者晒
出一张毕业账单——全班毕业旅行
预算近17万元，毕业写真预算2万余
元，此外还要订制旅行和拍摄时穿的
服装……“毕业季就是烧钱季！”刘侃
无奈地说。（7月5日《新安晚报》）

毕业季成“烧钱季”，的确是这些
年越来越盛行的怪现象。不管是大
学生，还是城市中小学生，乃至幼儿
园孩子，在毕业之际聚餐、互赠礼物、
拍毕业艺术照、举办毕业盛典、毕业
旅行等，似乎已成“标配”。有调查显
示，这其中的花费普遍在数千元，有
的甚至达数万元。虽然很多家庭不
缺这笔开支，在毕业消费上不存在

“不自量力”问题，但这种导向其实要
不得。

毕业，意味着新旅程的开始，的
确具有一定纪念意义，但这种纪念是
要分阶段的。大学毕业生从向天空
抛出学位帽的那天开始，就意味着将

走上社会，随着大学生向社会人的角
色转变，生活模式、行为方式、思想观
念等也会发生变化。这时的毕业，是
人生的重要分水岭，有必要借助一定
的仪式挥别过去、迎接未来。

然而，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孩子
的毕业，只是对某个学习阶段的告别，
虽然也有回忆和期盼，也有分离与不
舍，但学生角色没有变化，学习任务还
很艰巨，学习过程仍很漫长，毕业的庆
祝意义并不大，照几张毕业照，互相留
个言，彼此送些小礼物，就足矣。尤其
是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尚处于受教
育起始阶段，大搞毕业典礼，进行铺张
的毕业消费，未免太过超前。

更重要的是，毕业季成“烧钱季”，
不利于培育学生的正确消费观。量入
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种消费观既有
益于个人，也有益于社会，永不过时。
当孩子们从幼儿园、小学毕业开始，就
以“庆祝毕业”为由吃吃喝喝、一掷千
金，并认为这就是在培育情感、纪念人
生，日后恐怕会成长为太物质的社会
人。同时，不少孩子因缺乏理性消费，
极可能在毕业消费上和其他孩子盲目
攀比，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由此可
见，烧钱的毕业仪式不要也罢。

■ 何勇海

来论

别让“快闪店”
闪了消费者的腰

在商区开几天就关的店铺隐喻着“错过将不再
拥有”，别具一格的装修环境下，既能买到潮流单品，
还能参与互动游戏打卡，刷爆朋友圈。据网络媒体
统计，POP-UP STORE，也就是“快闪店”，成了年
轻人群中出现的高频率词汇前三名，已抢占新零售
商业模式的流行C位。（7月7日《北京青年报》）

“快闪店就像是实体的网页弹窗”，在快闪店
概念的发源地美国，有位作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形
象的比喻。店如其名，这种业态的经营方式，往往
是事先不做任何大型宣传，到时店铺突然涌现在
街头某处，快速吸引消费者，经营短暂时间，旋即
又消失不见。快闪店在中国的萌芽始于2012年，
随后从2015年开始以10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极
速提升，成为品牌和地产的新宠。

“快闪店”的火爆，在于迎合了各方利益诉
求。对于消费者来说，购物中心品牌同质化现象
严重，卖场布置千篇一律，缺少令人悸动的新鲜元
素，容易催化审美疲劳。“昙花一现”的快闪店犹如
一股清流让人眼前一亮，刺激消费者的中枢神经，
带来全新消费体验。

对于经营者来说，这一形式既能迅速打响品
牌，吸引粉丝，又能避免高昂租金带来的经营压
力。电商市场增长率在2014 年开始大幅下滑进
入平稳发展期，高昂的线上运营成本和激烈的竞
争促使一些品牌开始回归线下。开设快闪店不仅
可以提高互动体验，还能引流和直接销售。

不过，快闪店的走红背后也暗藏隐忧。消费
不是一锤子买卖，店铺可以“快闪”，消费者却不能

“买定离手”。在快闪店“开过就关”之后，消费者
的权益如何保障无疑是个现实问题。前不久就有
媒体曝光，有些网店以“快闪”为噱头，卖完东西就
消失，消费者无法得到应有的售后服务。

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督促商场主动
承担责任。在快闪店遇到消费问题时，消费者可
以向所在商场、购物中心索赔。只有厘清商场的
连带责任，才能促使其在出租店面时加强审核，避
免一些无良企业趁机浑水摸鱼。

广大企业也要正确看待“快闪店”。快闪只是
一种营销形式，若只拿创意说事，徒有其表，消费者
也不会买账。关键还要产品的质量过硬，给消费者
带来“买到即赚到”的消费体验，进而促使其对品牌
产生依赖，持续释放消费意愿。至于快闪店在售后
服务方面的短板，则可以通过“线下消费，线上服
务”的方式予以弥补，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