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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就该被拉黑

@人民日报：报复老师获刑，一
场伦理悲剧。20年前，常仁尧受到老
师体罚。20年后，他拦路打骂曾体罚
过他的老师，发泄情绪，并录制视频传
播。20 年的漫长时光，无法消化怨
恨，“快意恩仇”，却背离法治。尊重老
师的惩戒权，但不赞成体罚；理解学生
的痛楚，但不容忍以暴易暴。这起案
件值得更多庭外的深思。

@光明日报：医生不应总是以悲
情的形象出现！短短几天时间，有 3
位医生猝死，令人惋惜。在媒体对他
们去世前状态的还原中，“连续加班”

“工作繁重”等字眼多次出现。这些肩
负生命重托的“水手”不应总是以悲情
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不
能总是在医学专业受冷落时发发感
慨，也不能自满于在看到医生敬业奉
献的新闻时点个赞。让医生不失守自
己的健康，需要坚实而具体的行动。

@中国青年报：困在编制里，值
吗？招录单位以“无经济创收，发不起
工资”为由，让考上编制的余江“回家
等通知”，孰料这一等就是3年多。被
公开招录，又无法入职？单位招他主
要是为了“占坑”，与“工作需要”关系
并不大。不符合人力资源规律的编
制，已经成了用人市场的“怪胎”，亟须
改变。 （张 辑）

在网购评价上动手脚，当心上
“黑名单”，这则消息在微信朋友圈
刷屏。据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
前发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
规定，网店刷好评、删差评将受到
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网购评价有多重要，买家清楚，
卖家更清楚。隔着电脑、手机屏幕，
对商品看不见摸不着，买家往往只
能依赖网友对商品的评价来判断其
好坏，进而决定是否下单。一些不
良店家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或找“水
军”刷好评，或粗暴删差评，不仅坑

了消费者，也污染了市场。
做买卖最重要的是诚信。将刷

好评、删差评的行为纳入失信“黑名
单”，无疑是一种拨乱反正。但徒法
不足以自行，立规矩固然重要，即时
捕捉店家“小动作”的技术手段也要
跟得上。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捉住
必严惩，才能让制度长出“铁齿钢
牙”。这正是：

网购评价指向标，
刷好删差坑不少；
严惩失信明规矩，
技术手段要奔跑。

（图/刘军 文/张永生）

让“掉队”的干部赶上来
■ 易宗平

7月初以来，乐东黎族自治县一批曾经受过处
分的党员干部，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在相应的扶贫
岗位上开展工作。这样的转变，缘于6月下旬，该
县举办脱贫攻坚干部“思想再教育，作风再转变”
专题培训班，让他们集中“回炉”学习，涤除思想之
垢，拨紧上进之弦。

脱贫攻坚首先要作风攻坚，思想开小差，作
风不端正，啥都难干成。近两年来，乐东黎族自
治县处分在扶贫工作中存在作风问题的党员干
部超过80名。对受处分者来说，这是教训；对其
他党员干部而言，则是警示。可以说，乐东对工
作作风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处分，充分体现
了“严”字当头。

与此同时，对受处分党员干部不“一棍子打
死”，而是及时对他们进行思想“补钙”，如：把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转变思想作风、强化担当作为等主要内容，并采
取分组讨论和扶贫知识测试等方式，引导他们端
正工作态度、提高思想境界，这又充分体现了组
织的宽容。

一直以来，如何对待工作作风上存在问题的
党员干部，如何唤起他们的工作激情、担当意识，
都是施政者十分关注、认真探索的一个重要课
题。现实中，也有少数地方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比
较简单，无非是给予纪律处分、责令整改，或者直
接调离岗位、“永不叙用”。看起来确实够严厉，实
际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党员干部还从此背上了“思
想包袱”，有的干脆“破罐子破摔”。如此一来，不
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且还带来了人力资源的
浪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纪律处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既严格遵
照纪律严肃处理，又悉心进行教育、引导，才能让

“跌倒”的党员干部重新站起来，让“掉队”的党员
干部尽快赶上去。只有让他们从灵魂深处解剖自
己，在学习教育中改正提升，才能激励他们恪尽职
守、干好工作。而这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内在要求。

宽严相济，惩戒并举，说到底是对干部的关怀
与厚爱。包括“回炉”学习在内，全程、全方位关
注、帮扶受处分的党员干部，既督促他们提升思想
境界、强化责任担当，又让他们增长才干、发挥特
长，乐东的相关做法值得借鉴。

茶叶封装在铝材小罐里，每个小
罐又被泡沫内衬隔开，泡沫上又裹着
一层绒布，全都挤在精美的硬纸盒
中，购买时外面还套个手提袋——让
消费者费解的是：这种每罐只有 4
克、总共不到一两的小罐茶，竟有如
此复杂而缺乏再利用价值的包装。
媒体日前聚焦过度包装问题，引发舆
论广泛关注。

绿色包装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
方式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绿色
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描金彩绘、
绢丝锦带、红木雕镂等商品过度包装
问题得到一定遏制。然而，诸如“茶
叶二两多，包装重 5 斤”之类的奇葩
现象并未完全绝迹。商品的过度包
装，快递的繁复包裹，一次性餐具的
泛滥等，不仅增加了垃圾分类的负
担，更浪费了大量资源，亟须改变。

当前，垃圾分类是一大热门话题，
很多城市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推进。笔
者认为，做好垃圾分类，首先就要努力
从源头上减少垃圾。而遏制过度包
装，正是减少垃圾的重要一环。有媒

体曾报道，德国人为了对抗过度包装，
建立了数十家“裸购”商店，并让“裸
购”渐成时尚。所谓的“裸购”，就是商
品不带任何包装，消费者在购物时必
须自带各种容器。权威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超过三分之一是
包装性垃圾，大多数豪华包装中看不
中用，最终只能扔掉。如果国人也能
够跟随“裸购”这个新时尚，各种包装
垃圾无疑会大为减少。

过度包装屡禁不绝倒逼治理手段
完善和治理方式创新。笔者认为，当
务之急是加快相关方面的立法，探索
出台权威性、科学性的商品包装标准，
清晰厘出合理包装与过度包装的边
界，加强对流通领域和商家的约束，并
对采用绿色包装的行为给予鼓励。与
此同时，还应健全完善包装物强制回
收制度，提升包装物的重复使用效率。

也应看到，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并
不限于遏制过度包装，还应延伸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社会每个人
都行动起来，在践行垃圾分类的同
时，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如此一
来，不仅可以培养绿色生活方式，也
可以推动垃圾分类，为环境改善和绿
色发展作贡献。

垃圾分类也应源头减量
■ 盛会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有一个服务
窗口，因为设置比较低矮，前来咨询或
看病的市民不得不弯下腰侧着头与工
作人员沟通，被调侃为“丁义珍式窗
口”。7月10日，此事经媒体曝光后，
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日前，海口市卫
健委介入督办，涉事医院立即整改了
问题窗口，并在窗口前加设了座椅，方
便市民问诊、咨询。（7月10日、11日
《南国都市报》）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面对问题
时勇于承认、立行立改的态度值得肯
定，我们乐见这样的马上就办。点赞
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口市第三人民医
院对这个“丁义珍式窗口”的整改虽
然十分给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
窗口从建成到如今，存在了半年多时
间。这半年多来，市民来窗口问诊、
咨询，弯腰侧头种种不便，医院管理
者应该不会察觉不到，可为何还要等
到媒体曝光才来整改？从整改只用了
一天时间也可以看出，服务窗口硬件
设计问题并不大，整改起来也不难，关
键是医院要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把工作做在平时。
“丁义珍式窗口”表面上看是设

计问题，实际上却是相关医院的服
务意识问题。医院作为一个公共服
务单位，服务窗口就是其“门脸”。
窗口的设计首先要站在患者的角
度，尤其是细节要考虑到位。若是
窗口设计只顾工作人员的需求，不
考虑患者的感受，哪怕是一点小问
题、小疏忽，都有可能影响到患者体
验。而医院的服务质量，有时候就
体现在这些服务细节上。窗口改造
很容易，拆掉玻璃墙，加上几把座椅
就行了。但若不转变观念，提高服

务意识，“丁义珍式窗口”的影响很
难彻底消除。

现实生活中，类似事情并不鲜
见。比如，有网友曾投诉，自己在海
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厅办事时，
有窗口因电脑坏了停止服务，却既
不及时发布通知，也不停止叫号，任
办事群众苦等一个上午不管不问。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上述事情都是

“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折射出
相关服务单位的管理粗放和服务意
识缺乏，进一步说，则是工作作风存
在问题。

公共服务要细节化、人性化，这

绝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为民办事的基
本要求，更是改进工作作风的题中之
义。如今，各地都在倡导和落实城市
精细化管理。像绣花一样管理城市，
要求公共服务更加注重细节的打磨
和完善。“丁义珍式窗口”是一个例
子，它给相关部门提了一个醒：服务
群众永远在路上，让群众办事更省
心，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把类似窗口
设 计 、椅 凳 摆 放 等“ 微 服 务 ”做 到
位。试想，如果都不能让群众舒舒
服服说话，顺顺当当办事，群众的办
事体验如何能好，公共服务的评价
又怎么会高？

服务细节做到位 群众体验才会好
■ 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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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人工渔礁对改善海洋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能实现海洋
生态可持续发展，并有效限制拖网
捕鱼等粗放捕捞。”普盛海洋公司总
经理钟会群表示，该公司对龙栖湾
进行的前期勘测结果显示，目前申
请使用的海域按比例需要完成
4000空方投礁量，覆盖面积可达
47.97公顷。

“投放人工渔礁，相当于为鱼群
建立一个栖息地，不出一个月，就会
有大量鱼群和贝类依附在其附近。”
钟会群介绍，投放一个人工渔礁的
费用在75万元左右，公司将在海洋
牧场整体投放20个钢质船体及其
他环保结构物作为人工渔礁。

深远海立体、循环、生态养殖模
式，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的重要方
向。对此，普盛海洋公司将在现代

海洋牧场采用自有的深远海抗风浪
网箱技术，引进国内先进的管桩大
围网技术进行深远海养殖，结合陆
地循环水苗种繁育及养殖基地，组
织增殖放流贝、螺等底栖生物，消耗
剩余饵料，充分利用水体上中下层
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形成
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海洋牧场
的关键所在。监管方面，普盛海洋
公司致力于打造智慧海洋牧场平
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传统海洋牧场建设相结合
而研发的新型管理平台，包含网箱
分布、船只定位、视频监控、水质监
测、水文监测、设施设备监测等功
能。通过平台对海洋牧场可视化的
监管，运营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帮助
提升海洋牧场的管理效能。

普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拉开帷幕

用科技创新撬动海洋经济
7月11日上午，在距

离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
镇龙栖湾7.9海里的海
面上，两个采用高效环保
的钢质船体打造而成的
人工渔礁成功投放，标志
着由海南普盛海洋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普盛海洋公司）打造的现
代海洋牧场建设正式拉
开序幕。

据了解，普盛现代海
洋牧场是乐东的重大招
商项目，也是普盛海洋公
司开展修复海洋生态、建
立“蓝色粮仓”的重要举
措。该项目规划用海面
积 350 公顷，配套 300
亩陆域面积建设现代海
洋牧场科技产业园，以构
建海洋科技成果集聚转
化基地，推进智慧海洋牧
场在乐东的融合发展，打
造乐东海洋经济新模式。

乐东地处北纬18度，是全世界公
认的旅游胜地黄金纬度。在建设海洋
牧场的过程中，普盛海洋公司将依托
乐东优势资源，打造全国精品休闲渔
业综合示范基地、海洋牧场科普馆、全
国首家热带海洋海钓基地、特色海洋
渔家乐等渔业休闲旅游项目，增进旅
客对海洋和渔家的体验认识，提升旅
游品质并提高渔民收益，从而促进渔
村发展、渔业转型升级。

专家建议，应高标准、高起点加快
推进我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其中
建设休闲海钓型海洋牧场是当前比较
适合海南也是比较容易建设的海洋牧
场类型，并且能有效解决海上旅游产
品匮乏的问题。

普盛海洋公司对海洋牧场休闲
旅游功能的挖掘大有可为。“项目建
好后，游客可以坐在船上品尝海鲜，
还可以潜到人工渔礁附近观赏五光十
色的鱼群。”普盛海洋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对于休闲娱乐项目，普盛海洋公
司除了开设潜水、快艇、水上摩托、香
蕉船等海上传统娱乐项目之外，还将
依托丰富的渔业资源，为海钓爱好者
提供船只及海域，开设平台垂钓、网箱
垂钓以及出海船钓等海钓项目。据
悉，休闲渔业陆域面积约5000平方
米，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30万人次。

“基于现有建设项目，公司正稳步
有序地推进各阶段建设内容。”钟会群
表示，在海洋牧场建设方面，该公司通
过创新产业模式与国内外知名海洋科
研机构、大学联合建立研究中心、实验
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方式，实现科技成
果有效持续落地转化，目前已与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合作。此外，公司
还将投入更多研发资金用于产业转型
升级。

（策划/易建阳 撰文/柳莺）

此次海洋牧场建设，普盛海洋公司充分发
挥科技力量，打造海洋科技成果集聚转化基地，
输出引导优质海洋科技成果供给，由国家技术
转移示范服务机构——青岛连城创新聚合以青
岛为主的国内外海洋科研成果，从而实现从专
业集成设计到产业集群规划集聚落地转化。

在海洋牧场的陆基建设中，普盛海洋公
司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融合
发展”的原则，围绕构建多层次的海洋科技生
态产业园支持体系，规划打造现代海洋牧场
生态科技特色产业园，重点发展智慧海洋牧
场立体混合生态养殖基地、海产品交易、海产
品高质化利用、生态饲料养殖，集聚海洋高质
化成果转化基地。

在深加工板块，现代海洋牧场生态科技
特色产业园将依托海南丰富的海洋资源，从

“苗种—养殖—深加工—高值化利用”的全产
业链延伸构建专利集群。例如，将南极磷虾
深加工产生的废物进一步加工为有机鱼饲

料；结合冷库、冷链物流，将养成的商品鱼加
工成鱼块，并进行包装，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
需求；将加工过程中的余料研制成家禽用饲
料，而家禽产生的粪便则用于瓜果蔬菜种植，
打造循环产业链。为此，该公司已成功注册14
个商标证书，通过专利集群的构建及自有品牌
的保护，为下一步品牌建设及运营建立自有知
识产权体系，构建知识产权商业化、资本化到
证券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为了让该产业园内容丰富多元，该公司
充分利用陆地资源，依托海洋产业，发起设立
50亿元海洋主题产业基金，投入其上下游产
业链及其延伸产业链，集聚引进涉海专业银
行，涉海私募股权、债权、创投、对冲与并购重
组等新兴海洋特色金融业态。根据前期的市
场调查和预估，此项目整体建设投产后将实
现年收入15亿元，实现年税收1.2亿元，新增
就业人员1000人以上。“项目还将带动周边
产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发展。”钟会群说。

多举措助力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 陆海统筹提高产品附加值

打造旅游项目
助力渔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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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效环保钢质船体打
造而成的人工渔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