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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良恒

给“为担当者担当”的作为点赞 微评

时
事
图
说

新华时评

@光明日报：“熊家长”质问博物
馆管太多，礼仪功课需先补上！家长
这份“灵魂质疑”，可能缘自家长确实
不知道这些行为出现在博物馆是不文
明的、不对的。所以，带孩子参与这种
文化艺术活动之前家长要做好功课，
不光是相关的知识准备，还包括规则
和礼仪的准备。文明观展、遵守纪律、
尊重规则、关照他人，都是很好的教育
机会，其重要程度，绝不亚于知识的提
升和眼界的拓展。家长不合格，孩子
也难有作为。

@半月谈杂志社：别让“水货抽
奖”迷了眼。去年，“中国锦鲤”信小呆
在支付宝抽奖活动中奖后辞去工作，
开始了环球旅行。但为了在规定时间
内兑换所有奖项，她陷入了刷爆信用
卡、心情焦虑的窘境。不过，“锦鲤”身
份最终还是为她带来了签约合作项
目。显然，信小呆的“后锦鲤生活”还
算幸运，但并没有商家宣传得那么光
鲜。再环顾周围，我们会发现，其他中
奖的“信小呆”们便没有如此幸运了，
他们不但无法获得真金白银，还可能
踏入别人设定的营销套路和陷阱。人
的一生贵在奋斗、胜在自制，拥有看清
生活真相的眼睛、警惕从众心理、能有
效管理欲望边界之人，才能成为掌握
人生的真正的“锦鲤”。 （张辑）

长沙市纪委近日公开通报6起“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典型案
例，为一批在工作中遭遇不实举报的
基层干部正名，给他们卸下思想包袱，
也让他们更有底气和勇气抓工作。

在所涉不实举报案例中，有的干
部在执纪执法工作中实事求是，只因
没有达到举报人的目的而遭受举报；
有的干部在征拆工作中依法依规，引
起被拆迁人不满而被举报；有的干部
在工作岗位上敢抓敢管而受到质疑；
有的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却被不
怀好意者恶意诬告。

从通报内容来看，上述不实举报，
经过执纪部门核查澄清后，恰恰证明被
举报者都是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干
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份正名通报
不仅仅还了被举报干部一个清白，更是
对他们敢于担当作为的公开表彰。对
其他干部来说，这份正名通报更是鲜活
的教材和生动的范本，为他们在日常工
作中忠实履职、恪尽职守树立了榜样。

我们要给长沙市纪委这种“为担
当者担当”的作为点赞！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基层存在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等
错误观念，导致出现一些“庸官懒
官”。此次长沙市获得澄清正名的干
部，他们的事迹与这些“慵懒散”现象
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诠释了不畏
难、敢碰硬、有担当、不推诿等党员干
部应有的实干作风。这种作风应当
激励，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基层干部工作状态好不好，积极
性和主动性强不强，直接决定着中央
决策部署能否贯彻，各项工作能不能
抓好。时下正处于爬坡迈坎、攻坚克
难的关键时期，需要的不是一团和气，
而是一派正气、一股锐气。各级党委
和执纪部门要为担当者担当，给实干
者撑腰。对那些在基层工作中勇挑重
担、敢于担责、大胆创新的好干部，当
他们因坚持原则而得罪了人，因锐意
进取而触及别人利益，进而受到质疑、
排挤甚至不实举报和恶意中伤时，各
级党委和执纪部门应主动出击，认真
核查，敢于为广大基层干部正名、鼓
劲，同时要对那些不实举报和恶意中
伤者严肃处理，正风纪，树正气。

而这些，正是当前改革攻坚迫切
需要的好作风。

“垃圾袋换隐私”
需要有个说法

■ 张淳艺

媒体日前的一则报道引发关注。家住杭州江
干区曙光之城小区的郭女士爆料称，小区里领垃圾
袋的机器换了，原来是刷卡领取的，从7月份开始要
先下载安装APP才能领垃圾袋。郭女士发现安装的
APP不仅要开放手机通讯录、照片库等涉及用户隐
私的权限，注册时也需要与手机号和家庭住址绑定。

用手机APP就能领取垃圾袋，这听上去确实更方
便了。不过，让人不解的是，安装APP时会要求用户开
放多项隐私权限，包括手机通讯录、照片库等。难怪不
少业主质疑：“我的个人隐私，就值一卷垃圾袋？”

近年来，许多地方为了推行垃圾分类，提高公
众的积极性，想了不少办法，其中就包括免费发放
垃圾袋。杭州这种智能垃圾袋发放机，就是由街
道主导、社区配合，组织企业在各个小区进行安
装。“垃圾袋换隐私”，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
是有关部门授权发放垃圾袋的企业收集用户信息
数据。出于隐私泄露的顾虑，一些居民拒绝开放
手机权限，主动放弃领取垃圾袋，这显然有悖于发
放垃圾袋的初衷，不利于垃圾分类工作。

从报道来看，该APP至少存在两处违规。其
一，涉嫌过度收集信息。《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
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
息。手机通讯录和照片库等，都属于用户的个人
隐私，与领取垃圾袋无关，收集相关信息明显不符
合必要性原则。对此，企业负责人辩称“以后APP
内集合的功能多了就需要用到。”事实上，这一理
由根本站不住脚。APP提供的服务范围到哪里，
收集信息的边界就应该到哪里，岂有提前授权一
说？如果不能对于收集信息的规则和目的给出合
理解释，就难逃过度收集之嫌。

其二，涉嫌变相强迫授权。今年1月起，中央
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等部门在全国范围组织开
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明
确要求“不以默认、捆绑、停止安装使用等手段变
相强迫用户授权”。然而，杭州这款垃圾袋发放
APP，用户一旦选择拒绝开放隐私权限，安装就会
立即停止。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要挟用户，使其
被迫同意开放权限，属于专项治理的对象。

发放垃圾袋是一件好事，但好事还要办好，不
能误伤个人信息安全。对此，有关部门不能做“甩
手掌柜”。既然放手让企业收集信息，就必须做好

“守门人”，坚决防止搭便车夹带私货。

通过手机APP买药如今已成
为新趋势。不过，新华社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不少买药APP上处方药
随便买、“隔网神医”满天飞，一系列
乱象亟待整治和规范。

在线买药隐患多，消费者心里
应该有本明白账。动动手指，刷刷
页面，就可以买到药，确实很方便，
至少省了去医院、药店排队的烦
恼。但药品不是普通的商品，尤其
是那些处方药，其副作用、配伍禁忌
都离不开专业的药师服务。如果图
省事而忘了安全，那就得不偿失了。

线上卖药“野蛮生长”，显然不

能只靠消费者多长个心眼，还需要
监管多发力。线上卖药是一个较新
的事物，也是监管相对薄弱的领
域。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优化市场
生态，关键是监管能力和手段要跟
得上互联网环境下的监管需求。否
则，只是刮一两次“执法风暴”，难免
问题“风过又回头”。这正是：

线上买药添烦恼，
乱象频现坑不少；
理性取舍虽重要，
监管更须出新招。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买药APP还有多少坑

海口市美兰区 25 所中小学校体
育设施向市民免费开放已一个月，每
天到场锻炼的市民还真不少。但据媒
体报道，不少学校也因此遭遇了管理
困境，如垃圾乱丢、人手缺乏、设施受
损、责任分割，等等。

中小学校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创
新之举，给热爱健身的市民提供了更
多选择，体现了一种担当。从实践的
效果来看，一方面，它为市民健身场地

不足解了渴，也为纾解公共活动空间
紧张、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供了一种
思路；另一方面，将暑期闲置的体育设
施对外开放，让相关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值得进一步推广。

当然，校园体育设施免费开放，也
带来了一些管理难题。诸如上述的问
题，其他地方的学校也曾遭遇过。这
既是对管理者的挑战，更关乎惠民之
举能否行稳致远。试想，如果有学校
因为解决不了难题而“闭门谢客”，其
他学校就可能对开放校园产生畏难情
绪。如此一来，开放校园的“朋友圈”
就很难扩大，而相关举措的效果也得

不到进一步发挥。
解决“管理烦恼”，首先需要市民

提升公德意识。免费开放校园体育设
施，最大的受益者是市民。只有珍惜
机会，倍加爱惜，才能让公共资源发挥
最大效用。倘若一边享受着校园开放
带来的实惠，一边又滥用便利条件行
破坏之事，乱扔垃圾、不爱惜设施、损
害公物等失范行为，不仅会加速校园
设施的折旧和损耗，使得学校维护、管
理成本大为提高，也给身边的孩子带
来不良示范。

解决“管理烦恼”，主管部门应主
动作为。学校免费向公众开放体育资

源，实际上是在为城市管理分忧。因
此，针对相关学校面临的实际困难，相
关部门需要认真梳理、查探问题症结，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一方面，应加大
宣传力度，做好对前往健身市民的引
导；另一方面，应做好制度设计，如建
立惩戒机制，对一些不文明行为进行
惩处；与此同时，还要厘清责任分割，
从政策、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为相
关学校提供支持。

解决“管理烦恼”，相关学校也应
提升管理手段。免费开放校园体育设
施，对学校来说是新鲜事，也是一种考
验。面对少数市民的失范行为，可以

借鉴其他地方学校的管理办法。既做
好“堵”，在校园内划分开放区域和非
开放区域，规定前来健身的市民只能
在规定的区域内进行体育活动；又做
好“疏”，注重完善配套设施，将停车
位、垃圾桶、卫生间等配置到位。

总之，开放的虽然是校园，但管
理的责任不能只由学校来扛。校园
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公共服务，参与者
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社会公
德。政府主管部门也要为学校提供
制度保障，助力学校加强管理。多方
努力，多管齐下，才能助力校园开放
行稳致远。

多管齐下解决“管理烦恼”
■ 韩慧

广告

公 告
陈艳斌：

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海安监罚
[2019]10号），主要内容：陈艳斌（身份证号为：4325241970****
0359）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处人民币
200000元（贰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
规定，你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琼海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上
述权利。本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琼海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8月7日

现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8月13日上午9时在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净价公开拍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现为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建设银行洋浦分行于2003年
12月19日签订的《资产置换协议》项下权益，权益对应的资产为海
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F1202房产（房产证号：海房字第35379
号），建筑面积182.45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105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受海南现行限
购政策限制的主体以及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
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8月6日起至8月12日止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8月12日17：0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Ⅰ区2幢20-21层B号房

电话：（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5271 68664292 68650464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拍 卖 公 告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江东琼山大道西片安置房
水土保持监测编制报告单位的公告

江东琼山大道西片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琼山大
道西片区E4001地块，总用地面积36586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138777.6平方米，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一家水土保持监
测编制报告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
封报价函的形式（内附监测方案、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价
函等）报至我司工程部。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
栋二楼；联系人：黄工；电话：18889669559。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376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字
第1194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6月3日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海南盈帆律师事务所与被执行人海南多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南盈帆律师事务所
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在诉前财产保全中查封的海南
多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海榆西
线公路56-57公里处南侧，面积9716. 89平方米土地[国土证号:金
江国用(2005)第3815号]。因被执行人海南多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土地进行处置，如案外
人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
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土地。特此公告。本院地址：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邮编：570206；联系人：谭法官；联系电
话:0898-66720389、0898-66753852。 二O一九年八月一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执15号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美龙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一
案，本院依法查封海南美龙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演丰
镇龙窝水库西侧的15套别墅和125套公寓。由于被执行人未
按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评估、拍卖
下列15栋别墅和125套公寓房产：预售证号为［2011］海房预字
0057号，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演丰镇龙窝水库西侧，海南美龙生
态园住宅小区商住楼A3栋、A5栋、A6栋、A19栋、B25栋、B28
栋、B36栋、B42栋、C10栋、C66栋、C67栋、C69栋、C71栋、
C74栋、D16栋，共15栋别墅。75#楼(公寓):206、301、302、
303、305、406、407、502、506、509、608、609、701、703、707、
708、709、802、805、807房。76#楼(公寓):102、201、303、306、
307、401、403、405、406、407、506、701、702、706、707房。77#
楼(公寓):105、106、108、109、111、112、116、208、213、215、
216、217、218、306、307、315、317、318、402、403、405、406、
407、418、502、505、510、515、602、610、615、616、710、712、
803、805、806、807房。78#楼(公寓):102、110、111、112、113、
103、105、108、109、207、302、303、306、313、401、407、408、
410、411、412、502、508、509、510、602、608、609、810、811、
812、813房。79#楼(公寓):101、102、103、105、201、202、203、
205、206、207、302、303、305、401、402、403、406、501、502、
506、507房。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将对上述查封的房屋
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对本院将要评估、拍卖的上
述房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年7月23日

联系电话:0898-66962020、66969694

讣 告
原省政协常委、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厅长陈

东威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2019年8月8日凌晨3

时在河北涿州逝世，享年71岁。

遵照陈东威同志的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

仪式。

特此讣告。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019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