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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孩子成长权
在杭州采荷中学新生军训现

场，初一新生们比赛系鞋带。原本
以为对于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这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哪知道竟然有三
成学生不会。

十多岁的孩子不会系鞋带，令
人难以置信。不少观点认为，这折
射了劳动教育的缺失，家长一味要
求孩子追求学业上的进步，而忽略
了对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确实，
孩子不会系鞋带，错不在孩子。不
是孩子自个长成这样，而是从小被
教育成这样。

都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可如果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
还怎么跑得起来？不会系鞋带不是
小问题，劳动能力欠缺会对孩子健
全人格的养成造成障碍。孩子为何
不会系鞋带？因为从小没有练习系
鞋带的机会。一场系鞋带比赛提醒
我们，孩子成长的权利还是要还给
孩子。这正是：

只盼孩子学习好，
平日劳动机会少；
鞋带系来乱糟糟，
成长权利何重要？

（图/刘军 文/韩慧）

“最严校规”
要经得起法治推敲

■ 戴先任

“不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一经发现立即摔
坏或抛入水桶;不允许学生穿奇装异服，发辫不得
超过21厘米，一经发现，立即劝其剪短。”据报道，
近日，山西范亭中学出台的“学生管理十不准”规
定引发社会关注。

范亭中学的“最严校规”在这个入学季格
外引人关注，实际上，是否准许学生带手机进
校园早已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而一些学校
对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也采取过过激的处理方
式，比如摔坏学生手机，甚至进行集中销毁。
但在舆论的介入后，学校往往会改弦易辙，让处
理方式变得“温和”一些。此次事件中，范亭中
学坚持“最严校规”不变，很大原因就在于已经
与学生、家长签订了《落实学生行为规范十不
准》协议。协议规定，“只要发现学生携带手机
进学校，一概销毁，概不退还。”这让学校变得
有底气。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未成年人被智能
手机“俘获”，一些学生还将手机带到课堂，在课
间玩手机，甚至上课的时候也偷偷玩，这占用了
大量的学习时间，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带来负面
影响。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样的规定很有
必要，也有相关规定作为依据。在 2018 年 8 月，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 8 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就提出：严禁
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
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

但是，学校摔坏学生手机的做法即使得到
家长和学生的允许，也是不妥当的。学生的手
机是学生的正当财物，销毁学生手机侵犯了学
生的财产权。范亭中学的“最严校规”初衷虽
好，但管理学生、教育学生不能一味“从严”，更
不能打着教育的旗号，以爱之名进行粗暴管理
与不法干预。学校在管理时，要避免伤害学生
正当权利。比如在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问题
上，可以采取暂时集中保管，到放假时再集中发
还给学生的办法。

学校从严治校可以理解，但从严治校也要经
得起法治标尺的衡量，只有以学生为本、以法治为
底线，多一些人性化管理，才能避免学校管理“走
火”，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新华社：治理污染岂能交“白
卷”。生态环境部公开点名19个黑臭
水体消除比例为零的城市，为生态环
境保护不力的地方敲响警钟。《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已发布4年多，仍有一
些城市交出黑臭水体治理“白卷”。治
理环境污染、保护绿水青山是一场没
有退路的攻坚战。把生态保护、环境
治理的责任扛起来，点点滴滴、久久为
功做起来，就没有治不了的污染，终会
迎来天蓝、地绿、水清的时候。

@光明日报：还有多少枯井没被
重视。近日，河南一个孩子在失踪30
多个小时后，在一口深井中被发现。
一旦有人坠入枯井，地方政府会不遗
余力调动各方资源千方百计救援。然
而，这种“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不应
只体现在出事之后。平时也要防患于
未然。该重视的不重视、不解决，实质
上也是一种失职。

@中国青年报：假期刊盛行，谁
为骗子大开其门？在读研究生王丽为
发表论文被骗几百元，还将论文投到

“假”邮箱，导致论文可能被盗用。骗
子大行其道，各种手段令人目不暇
接。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仅凭个
人之力“慧眼识珠”并非易事。整治假
期刊还应多方发力，规范期刊管理体
系才能标本兼治。 （韩 辑）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
加强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的通
知。通知指出，要建立个人所得税
纳税信用管理机制，全面实施个人
所得税申报信用承诺制;要完善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
个人所得税严重失信当事人实施联
合惩戒。

个 税“ 做 减 法 ”，开 启“ 薪 征
程”。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个人所得
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
行。个税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是一
项标准的“减法”，不仅是“数学”，更
是“哲学”，涉及每一个纳税人的权
利与义务的调整。个税改革的新征
程，是创新之旅，亦是创“薪”之旅，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提供“薪动能”，为消费升级提供

“薪基础”。
专项附加扣除，唯真实才公平。

此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不是静止的，而
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有的是今

年符合，明年不符合;有的是今年不符
合，而明年又能符合。因此，个人及
时、准确、真实申报是关键。无论是有
意而为，而是无意之举，只要不真实不
准确，都会导致“不当扣除”，从而影响
个税制度的公平性。

“奖”守信，“惩”失信。个人所得
税纳税信用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方
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求，另一
方面是保障个税纳税公平公正的需
要。“奖”守信，让守信者得到更多“附
加值”，拥有更多获得感，诸如今后相
关部门会提供更多服务便利，依法实
施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激励措施;

“惩”失信，尤其是对严重失信当事人
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付出沉重的
代价，“不惩戒，不信用”，倒逼纳税人
诚实守信。

驶入“信用轨道”，护航个税改
革。个税纳税信用建设的衍生价值在
于，为个税改革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不仅保障改革红利的“准确到位”，而
且有利于改革的行稳致远。信用的

“加盟”，为个税改革的行稳与守正“做
加法”，同时，又为深化其它领域改革
提供可鉴之处。

个税“做减法”，信用“做加法”
■ 王旭东

“分时预约”应成景区标配
■ 江德斌

锐评

9月3日起，杭州千岛湖景区将实
行实名制分时预约入园。“主要是为提
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升级服务，实名制
预约入园会使游览秩序更规范，分时
预约能为团体游客在预定船只、入园
时提供更多便利。”杭州淳安县千岛湖
景区综合管理处办公室人士称。（8月
28日《澎湃新闻》）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
意见》，提出了多项政策措施。其中

明确要求“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制度，
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最高日接待游
客人数规模。到 2022 年，5A 级国有
景区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可见，
千岛湖推出实名制分时预约，正是对
这一政策的积极回应，可合理控制客
流，避免景区游客接待量超过承载
量，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游客体验舒
适度，实现高品质旅游。

众所周知，每到节假日、黄金周
期间，各地著名景区都人满为患，远
远超出景区承载力，而且人挤人的爆
满状态，给旅游各环节造成巨大压
力，也严重影响游客的参观游览舒适

度，导致人们抱怨连连。在休闲旅游
已蔚然成风的情况下，不少家庭养成
了定期旅游出行的习惯，而且对旅游
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景区需要摒
弃以往一味追求游客数量的经营模
式，采取限流、分时预约等方式，以有
效控制客流量，提升旅游品质。

而且，现在信息技术发达，移动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全面普及，网购
门票已经成为主流，游客也已习惯
网购，为实名制购票、分时预约制度
的落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目前，
贵州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苏州拙政
园、狮子林等景点已实行实名制分

时预约购票制度，并限定每日入园
人数。由此可见，实名制分时预约
购票已成趋势，各地景区也应当因
时而动，在门票分时预约销售上努
力作出突破。

需要看到的是，实名制购票、分时
预约制度并不会给游客带来麻烦，反
而会提升旅游消费体验，避免了一窝
蜂去热门景点的拥挤，可以让游客根
据自己的需求、景区的参观热度，合理
安排时间购票参观，改变以往走马观
花、人潮拥挤的被动，让旅游更加从
容、舒适。同时，对景区而言，也可借
此掌握游客真实信息、旅游数据，并借

助大数据手段等对其深入分析，推出
更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以满足
游客的多元需求。

当前，我国旅游产业正处在转
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而“实名制分时
预约”购票制度正是旅游提质升级
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人们旅游需
求不断提升的当下，旅游景区只有
舍弃单纯追求数量的急功近利模
式，不再将游客当成“唐僧肉”，着力
提升旅游品质，打造多样化优质服
务，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才
能获得游客的认可和支持，实现长
远、可持续健康发展。

广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管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声明
致相关方：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与海南华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阳致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海南华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相关合作协议已于2018年
4月16日由我公司发函解除。我公司根据前述协议注入海南华
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旗下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
司、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海南老城海胶深加工产业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知知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四家公司的
100%股权及相应公司资产依法应予返还我公司。我公司今向相
关方发布声明，于声明之日起10日内接管前述四家公司。在声
明后与该四家公司发生的任何经济往来如无我公司书面同意，我
公司均将不予认可。声明后四家公司的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
定代表人印章等一切印鉴停止使用，不再具备法律效力，直至我
公司同意四家公司使用新印鉴为止。

特此声明。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司将于2019年9月12日下午15:00时在

海口市国贸玉沙路46号海南椰海大酒店三楼1号会议室依法公开
拍卖下述标的：

受相关单位委托，9月12日下午15：40在上述拍卖地点依法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9月11日止。展示地点：标的
所在地。有意者须于2019年9月12日上午10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
入我公司账户（以到账为准），并携带有效证件和汇款凭证到拍卖地点
办理相关竞买手续。开户名称：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
行：浦发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账号：9126 0154 8000 02363。项
目联系人：周先生：18601113433尹女士 13366241311

序号

1
2
3

标的名称

海口市大同路 36 号华能大厦第 13 层房屋
海口市大同路 36 号华能大厦 20 层 A 座 20A 房
海口市大同路 36 号华能大厦 B 座 20B 房

建筑面积
（m2）
1273
485
427

参考价
（万元）

672
268

236.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
50
50

序号

1

标的名称

海口市南航路17号昌茂花园牡丹园5号楼102房

建筑面积
（m2）

128

参考价
（万元）

122

保证金
（万元）

20

公 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上司法拍卖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步行街“永升滨海城”小区2号楼2单元新建精装修三房

两厅商品房40套，面积均为101.78m2，2号楼共29层，拍卖楼

层为6至27层并已取得预售许可证，6层至27层起拍价每平

米6533元/m2至6917元/m2区间，每套起拍总价66.3万元/套

至69.2万元/套区间，系海口中院第二次拍卖即最后一次拍

卖，拍卖时间为2019年9月7日上午10点至2019年9月8日

上午10点。“永升滨海城”小区建设规模约为17万平方米共六

栋楼，该楼盘网上对外销售的售价为12000元/m2。拍卖成交

后法院将通过协助执行将成交房产备案登记在买受人名下。

拍卖商品房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有意购买者

请登录淘宝网阿里司法拍卖查看详细内容：海南省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 http://wx.glance18.top/t/GCIXqoTkF。询问

联系人：施先生，联系电话：15280136777。

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之心（新埠岛
0901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之心（新埠岛09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

区（0901地块），属《海口市新埠岛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0901地块范
围。项目于2016年4月通过规划许可，于2016年8月、2017年8月变
更方案，方案内容为16栋地上2-4层，地下1层住宅及配套商业，批建
面积地上33816.52m2、地下28518.48m2。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以下内
容：一、A5栋首层的地下室楼梯间位置微调；二、A5栋三至四层住宅户
型调整；三、取消A4-1栋首层地下室楼梯间；四、B3栋商铺二层局部设
置为中空。经审查，变更方案地上建筑面积减少70.96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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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至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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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薇

经营指标全面稳中向好

报告显示，上半年交通银行净经营
收 入、利 息 净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96%、15.50%，双双实现两位数的快
速增长。在复杂的宏观环境、稳健的货
币政策下，交通银行主动推进资产负债
结构调整，息差改善成效显著，净利差
和净利息收益率为1.48%和1.58%，分
别上升18个基点和17个基点。收入来
源更趋多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人民
币231.22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9.40
亿元，增幅9.16%。在成本管控方面，
成本收入比为29.05%，同比下降0.21
个百分点，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交通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根植
实体经济需求，主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驱动业务结构不断优化、资
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客户基础有效夯
实。报告期末，集团客户贷款余额人民
币51，306.1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
币2，763.84亿元，增幅5.69%。主动把
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遇，对公贷款投
放力度明显加大，同比多增人民币2，

007.23亿元。打造“智慧普惠金融”平
台，借力金融科技手段，有效降低银行
风险识别成本和企业客户获贷成本。
普惠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7.22%，普
惠贷款客户增加16，623户；民营贷款
增速5.95%，快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
积极支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地方债
投资余额净增超过1100亿元。发挥新
成立的交银投资平台优势，为债转股项
目开辟市场化募资新渠道，报告期内，
累计投放项目35个，投放金额人民币
205.64亿元。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以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为切入
点，建立总行级领导小组，完善区域联
动协调推进机制，整合集团优质资源和
综合化平台，加快自贸区、科创、金融要
素市场等热点领域业务布局，并将其典
型经验复制推广到京津冀、粤港澳大湾
区等重点区域。

加速推进集团智慧化转型

交通银行将创新视作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变革，持
续加大科技资源投入，致力于将金融科
技深度融合于产品创新、客户服务、风
险防控、精细化管理等各领域，借科技

之力，驱业务之新。2019年上半年，启
动了“金融科技万人计划”、FinTech管
培生工程、存量人才赋能转型工程等金
融科技人才队伍“三大工程”，聚力打造
高端科技人才队伍，提升科技创新引领
能力。主动拥抱、融入、构建金融服务
生态圈，加快推进“新531”工程，打造弹
性、安全、开放的技术平台，ETC申请、
统一生活缴费平台、智慧化授信、智慧
风控应用体系等多个创新项目取得积
极成果。围绕客户体验提升，打造更加
便捷强大的全渠道服务模式，构建“线
上+线下”“行内+行外”“有人+无人”

“柜内+柜外”多渠道服务触点。线上重
点做强手机银行，着力将手机银行作为
全量客户的“主入口”“总集成”，报告期
末，手机银行注册客户较年初增长
7.54% ；上 半 年 交 易 量 同 比 增 长
41.04%；交易金额同比增幅26.20%。
线下大力推进网点智能化、综合化建
设，创新厅堂服务模式，五成以上网点
启动综合化服务转型，销售能力、服务
能力有效提升。

战略新内涵深化落地

面对经济转型升级、增长动能转变

的外部环境，交通银行坚持以战略引领
发展，赋予“两化一行”战略“创造共同
价值，提供最好服务”的核心要义，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效率、优体验
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优质综合服务，在为
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的
稳步提升。加快拓展“一带一路”沿线
服务网络布局，布拉格分行正式开业，
迪拜分行设立申请获监管批准，积极服
务“走出去”“引进来”客户。着力深化
财富管理的品质和内涵，交银理财作为
首批银行系理财子公司顺利开业，人民
币表外理财产品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6.33%，首款理财产品上架2天即告售
罄，市场反映良好；个人客户资产AUM
季日均余额首次突破人民币3万亿元；
代销基金、保险、国债等代理类手续费
收入同比增长30.99%，资产托管、基金
管理、理财产品销售及管理等管理类手
续费收入同比增长13.22%。集团境外
银行机构净利润增速达48.02%，控股
子公司净利润增速达14.48%。

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交通银行以风险授信管理改革为
抓手，以风险监测体系建设为重点，持

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风险
协同处置机制，加大问题资产清收处置
力度，综合运用重组、清收、市场化债
转股等手段，报告期内共压降不良贷
款273.8亿元。强化信用风险统一扎
口管理，启动全集团风险数据应用生
态体系建设，打造覆盖全集团、嵌入业
务全流程的统一风险监测体系，风险
客户预警有效率逐季提高。报告期
内，关键资产质量指标持续改善，风险
抵补能力持续增强，集团不良贷款率、
逾期贷款率、拨备覆盖率继续实现“两
降一升”：不良贷款率1.47%，较上年
末下降0.02个百分点；逾期贷款率较
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
率较上年末上升0.40个百分点，达到
173.53%。市场与流动性风险总体可
控，满足监管要求。

交通银行管理层表示，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交通银行创立第
111个年头。下半年，交通银行将继续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初心，坚守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坚定推进金融改
革，履行好重点国有金融企业使命担
当，全面完成全年经营目标，推动交通
银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添彩。

交通银行发布2019年上半年业绩

服务实体经济 共同创造价值
交通银行 8 月 27 日发布了

2019年半年度业绩报告。中报显
示，报告期内交通银行实现净利润
427.49亿元，同比增长4.85%；资
产总额达人民币9.89万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 3.73%；减值贷款率为
1.47%，较年初降低0.02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173.53%，较年初上升
0.40个百分点。集团连续11年跻身
《财富》（FORTUNE）世界500强，
营业收入排名第150位，较上年提升
18位；列《银行家》（The Banker）杂
志全球千家大银行一级资本排名第
11位，在2018年度人民银行消保评
级中继续获评A级行，显示出该行继
续保持较高的综合竞争实力和优良
的发展态势。

2019年以来，交通银行在复杂
多变的内外部经营环境下，突出高质
量发展导向，上半年经营指标稳中有
进、平稳向好，为全年业绩打下坚实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