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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国产动画片更有
“中国味”。《哪吒》以《封神演义》为故
事原型，《大圣归来》以小说《西游记》
为蓝本，《白蛇：缘起》在民间故事《白
蛇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它们并
非照相似地再现传统文化，而是找到
与当下观众的共鸣点，赋予契合时代
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通过对传统
文化的现代表达，让作品与观众与时
代同频共振。

@央视网：是疏忽大意还是缺乏
诚意？北大退档考生补录完成，但余
波未息。一个重大的疑点是网络流
传的考生退档过程中信息是如何泄
露的？由此引发衍生出更多的疑问：
这背后的动机、目的何在？一道道监
督闸门又为何失守？这一连串的追
问不仅关乎当事者个人，更攸关高考
录取工作的规则、制度。

@环球时报：台风天该不该点外
卖之争，可能是单方面的“关爱泛
滥”。关爱要以尊重为前提，不点餐，
是否符合外卖小哥的意愿？他们选
择冒着风雨出来接单，为的就是多赚
点钱，甚至可能会有额外补助。这种
时候，是不是应当把选择权还给他们
呢？与不点餐相比，呼吁给他们更多
权益保障，或许更能让他们觉得温
暖。 （魏辑）

8月13日，四川省消委会等三
部门对4家知名快递公司进行约
谈，要求停止取件二次收费，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据了解，目前已有
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对快递末端
违规收费的整顿工作。（《中国消费
者报》）

快递取件二次收费，主要是在
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村快件量
无法支撑乡镇快递代理点出人出车
出油的成本，快递点就将这项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是典型的二

次收费，是不合理的，也违反了相关
法规。相关部门出手果断，对这种
快递行业乱象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
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
从源头入手，从解决农村快递点成
本问题的角度着手，寻找治本策。

快递加收上门费，
二次收费违法规。
若想真将乱象除，
仍需源头治本策。

（图/陶小莫 文/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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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指尖上的负担”
不容忽视

■ 何勇海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app 丰富和便利了人
们的生活。然而，随着用户对“一键get”越发依赖
的同时，app大有泛滥之势，成为用户“指尖上的
负担”。（8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app 泛滥到什么程度？有人在银行开个户，
手机上就多了10多个app；同一座城市，公交用1
个app，地铁要装1个app，去医院挂号，每家医院
都要下载1个app，办理政务，每办理1项需要1个
app，超市发折扣券要想使用还要下载app……大
多数人手机上，少则数十个、多则上百款app铺满
几页手机屏。

app 泛滥成灾，会让手机面临“不能承受之
重”。app过度占用数据资源，即便手机运行内存
越来越大，芯片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仍会导致手机
响应速度变卡变慢，影响用户使用体验。而且，
app越装越多，数十上百个app能耗累加，会对手
机性能、温度、寿命等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某
个app开发商可能会有一套app，或开发商之间有
合作，这个app启动，就会唤醒另外的app，不停互
相唤醒，让手机难以承受，除非所有app都关掉不
用，然而这可能吗？

app 泛滥成灾，个人信息更有泄露之虞。如
今几乎所有app注册使用时都需用户绑定手机号
码，还要允许读取通讯录、短信记录、相册、位置
等，否则不能使用，让人非常头痛。国家互联网应
急中心日前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
络安全态势》指出，我国移动app违法违规使用个
人信息问题十分突出，大量app存在探测其他app
或读写用户设备文件等异常行为，对用户的个人
信息安全造成潜在安全威胁。

面对app 泛滥，许多手机用户不得不定期卸
载清理，对那些用过几次可不再使用的app，卸载
清理当然痛快。然而，对那些虽不常用却也会用
到的 app 就不会那么坚决，尤其是学校、单位强
制或变相强制下载使用的 app，只能让它们继续

“霸屏”。
如今，减轻“指尖负担”也是民生问题。各行

业、各行政事业系统都应有app建设的统一制度
设计，建立健全app开发审批制度，考量app建设
的必要性、实用性，避免重复建设、资源闲置；同时
还应建立数据共享，打破业务壁垒，对不同业务
app予以整合；建立app使用评价制度，适时清理
下载量极少、用户评价很低的app等等。总之，科
技发达的意义是让生活更便捷，清理“指尖上的负
担”，为用户提供实用、优质服务，势在必行。

报个游泳课、上个编程班、来趟亲
子游……暑期里“娃经济”红红火火，
但 记者调查发现，热闹的“娃经济”背
后藏有不少“暗坑”。（8月15日 新华
网）

“娃经济”红火是好事，一则可以
丰富孩子的假期，让孩子在各种活动
中提升能力；二则可以成为商家的盈
利点；三则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比如，
亲子游项目，可以在游玩中促进家长
和孩子的亲情。不过，在看到好的一
面时，“娃经济”中的乱象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一些难以防范的消费陷阱，不
仅伤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且也难让娃
们开心。

梳理媒体报道，“娃经济”中的“暗
坑”，其中三类不容忽视：“多多益善”
预付费，“不清不楚”缺资质，“挟‘娃’
自重”逼消费。以预付费为例，有的亲
子游泳班，每节350元的课程，必须52
节起卖，且要求必须一年半以内全部
用完。这样情境下，既让消费者没有
选择权，且很有可能因有事去不了，而
使学费打了水漂。

不难理解，“娃经济”中的这些
“坑”，与商家的过于精明不无关系。
满身心思打的都是消费者主意，千方
百计在消费者身上揩油才是终极目
的。即便一些行为不算违法，但也难
逃打法律擦边球的嫌疑。实际上，商
家的“坑”与不诚信，侵害的是消费者
利益，未尝不是丢的自己脸面，甚至有
可能是一锤子买卖，对自家生意尤为
不利。

“娃经济”中的这些“坑”，需要监
管执法来填平。其实，对于上述这些

“坑”，消费者已经见怪不怪，媒体也不
止一两次报道。但是报道之后“坑”照
旧，入“坑”的家长仍不见少。因此，监
管执法部门应该重视消费者的投诉，
加强监管。另外，消费者保护机构也
应在消费纠纷高发时段组织专项维权
行动，为消费者提供成本更低、效果更
好的维权服务。

“娃经济”“坑多多”，受害最大的
莫过于孩子们。他们自小就接触这样
的消费环境，轻则会使其不快乐，重则
会为他们形成负面向导。全社会理当
重视起来，消费者也应多些防范，消费
前核实商家资质与口碑，可以避免“坑
多多”。

假期“娃经济”须避“坑多多”
■ 杨玉龙

在外就餐时，你是否注意到账单
上出现的餐位费、茶水费、小料费等款
项？近日，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类似
收费名目在海口餐饮业已成常态。不
过，有专家指出，餐位费等附加费用收
取其实是不合理的。对于被收取两三
元数额不等的餐位费，很多人习以为
常，甚至觉得是应该的。正是出于这
种“默认”心态，才让这些隐形消费大
行其道。

曾几何时，禁止自带酒水、设置最
低消费等做法，可谓餐饮业内的“行
规”，不过如今已难觅踪影，为何？因
为，早在 2014 年，最高法就明确，“禁

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
均属于餐饮业制定的违反《合同法》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霸王条款。正
是随着普法和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
上述霸王条款几乎销声匿迹。不过，
对于“餐位费”等新名目，因收取数额
较小，大部分消费者持无所谓、懒得追
究等态度，这才让其逐渐盛行。殊不
知，按照最高法对于“霸王条款”的解
释，这些收费项目均属于餐饮经营者
利用其优势地位，作出的加重消费者
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违反了
相关法律规定，也属于霸王条款。正
是利用消费者不在意或不知情的心
态，很多餐饮企业才会巧设名目收
费。而消费者稀里糊涂为“餐位费”买
单，不仅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忽视，也

是对餐饮业“霸王条款”的变相纵容。
取缔餐饮违规收费，有些地方已

先行一步。据公开报道，辽宁、湖南，
广州、上海等省市已修订实施《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对消费者保护法进行
具体补充。条例中明确指出，餐饮业
经营者应当免费提供符合质量标准和
免费的餐具，不得设定最低消费额，不
得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不得收取餐
位费等不合理费用。其实道理很简
单，开餐饮企业，不仅仅是卖一份饭
菜，还应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其中，
干净放心的餐具、用餐环境都属于餐
饮商家提供服务的范围，消费者在为
饭菜买单，理应享受相应配套服务。
这些条例的出台为禁止霸王条款提供
了更详细、权威的依据，进一步维护了

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

“霸王条款”不止是在餐饮业，在
其他服务业也颇为盛行。最近上海迪
士尼“禁带食品入园”引发热议，舆论
一致认为其此举为霸王条款。事实
上，这一规定不只是限制消费者选择
权、损害消费者权益，也是助力其内部
餐饮业垄断获利的手段。起诉迪士尼
虽为个人行为，但受到广大网友支持，
此事折射出公民法律意识觉醒。其
实，今年海南也有一景区因“禁外带”
引发公众讨伐，在相关部门责令其整
改后，目前该景区已不再禁止游客外
带食品入园。可见，“霸王条款”并非
不可破除，关键是要加强维权意识，让

“霸王条款”无处遁形。

以上仅为个案，其实，在面对“霸
王条款”时，大多数消费者放弃了维
权，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很多人选择
默默忍受，除了自身维权意愿较弱，主
要是因为个人力量薄弱，维权成本较
大等原因，进而望而却步。可见，破除

“霸王条款”还需多方合力。首先，市
场监管部门、消协、法院以及相关行业
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研究细化相关条
例，依法依职责遏制“霸王条款”，加强
监管和整治，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对
消费者的维权行为给予最大限度的支
持。其次，消费者要敢于拿起法律武
器自我维护，促使相关行业对消费者
权益产生敬畏。与此同时，行业内部
也应自我规范，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让“霸王条款”无处遁形
■ 李萌

观察

广告

公 告
海口铁路保安服务公司，因《保安服

务许可证》丢失，许可证编号为《琼公保

服0017号》，特声明作废，不再从事保安

服务行业工作。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19年8月16日

00：00时至02：00时对琼中长征OLT5680T、琼中思河

深坪OLT5683T交换机OLT设备进行中继扩容，届时上述

辖区内的电信用户电话和宽带业务使用将受到短时中断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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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分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资规[2019]6334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
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
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秀英分局(海口市丘海大道25号)办理异议登
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898-6892308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5日

产权
申请人

韩龙

申请依据

琼(2019)
海口市

不动产权第
0090672号

申请
土地面积

294.88
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秀英
区东方洋开
发区57号
C栋别墅

土地
权属证件

海口市
国用

J0013号

项目
名称
东方
洋华
洋公
寓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华
洋建设
有限公

司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网点装修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招标文件编号：儋农信联招标【2019】年【2】号
三、招标项目：1、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州社营业网点

装修；2、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先锋路自助银行装修。
四、投标人资质及报名资料要求详见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官网

http://www.hainanbank.com.cn/(通知公告栏）。
五、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8月24日17:30。
（二）开标时间和开标地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东侧那大控规08街区
邮编：571700
招标联系人：1、郑先生 联系电话：13322084422

2、王先生 联系电话：13807559855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

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集土告字〔2019〕第8号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
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出
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8月23日
至2019年9月12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
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
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9月12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9月12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9月5日8时00分至2019年9月16日10时00分
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2019年9月16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
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83号文，该宗地属餐饮用地（商业设施用
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规划主管部门审
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
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土地出让成交后，
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

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
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四）本次
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
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
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
具文集建试(2018)-34号地块拟建项目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
投资强度不低于42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
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
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
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
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
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
续，方可动工建设。（八）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
筑有关规定执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人：黄女士、杨先生、吴
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查询网址：
http://www.ggzy.hi.gov.cn；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6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大潭村
委会排田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8)-3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文昌大道
南侧排田下村后山地段

面积（m2）

2427.50

土地用途
餐饮用地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477.0038

（折合196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87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和城市设计成果公示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城市设计已编制

完成，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8月 16日至9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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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地址：海口市长
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邮编：570311；（3）意
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98、68658593，联系人：廖正军、陈兴。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5日

《文昌市翁田镇西点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开关站用地规划
条件论证及控制单元报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8月16日至9月14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翁田镇西点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开关站用地规划条件论证及控制单元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6日

《文昌市文教镇立新村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配套项目规划条件
论证及用地单元管控规划》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8月16日至9月14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教镇立新村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配
套项目规划条件论证及用地单元管控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
《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I-09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 8月16日至9月14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
路 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I-09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6日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2019]673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
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
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
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
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
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3日

产权
申请人

韩均

申请依据

（2012 琼 海
法执字第81
号《执行裁定
书》、《协助执
行通知书》

土地坐落

海口市龙
华区龙兴
路 5号博
园雅居小
区第3栋

申请
土地面积

186.37
平方米

土地
权属证件

市土字
【1992】
1540号

项目
名称

博园雅
居小区

原土地
使用者
本溪市
建工综
合开发
公司海
南公司

锐评

微评

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