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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清明将至，为避免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人员聚集，今年海口市的祭扫活
动有了新变化。海南日报记者搜集了
网友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并邀请海口
市、区民政部门进行解答。

清明节能到现场祭祀吗？

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

告，对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海口市殡
仪馆、颜春岭公墓、吉荫贤公墓、富山
公墓、浮陵水公墓、灵山镇晋文坟墓安
置点、演丰镇吴贤秀公墓、符氏公墓等
场所，暂停现场祭扫活动。

对开放现场祭扫服务的场所，将
严格实行分时错峰祭扫，每个墓穴每
天祭扫人员不超过3人。市民群众要
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个
人防护，佩戴口罩，文明祭祀，不聚集，
从简快办，减少逗留时间。

暂停现场祭扫活动，是因为清明祭
扫活动具有时间短、人流大、聚集强、密
度高的特点。为避免人群聚集引发病
毒传播和交叉感染风险，对容易形成人
员聚集的场所暂停现场祭扫活动。

有哪些替代祭祀方案？

一是网络祭祀。海口市民政局官
网的祭祀平台已于3月28日正式开
通，全市多家殡仪服务机构也建立了

相应的网络祭祀平台，供群众选用。
二是个性化代理祭扫。海口市殡

仪馆、多家公墓将根据市民不同的需
求，开展代理墓碑描字、购买鲜花祭扫
等服务。

三是集体代祭公益活动。海口市
殡仪馆、颜春岭公墓、吉荫贤公墓、富
山公墓分别免费开展一次集体代祭活
动，由工作人员以敬献鲜花水果、贴祈
福卡、诵读祭文等方式，代表无法到现
场祭扫的群众，集体祭祀逝者。

如何预约相关祭祀服务？

（1）海口市民政局：市民可登录
该局官方网站，选择“网上祭祀”。

（2）海口市殡仪馆：市民可通过
拨打电话 0898- 68630023、0898-
68630444预约服务，或关注“海口市
殡仪服务公司”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
操作流程后进行网络祭祀。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3月31日，海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
清明节祭扫时，要注意防火安全，文明
祭扫。

清明节即将来临，人民群众焚
香、烧纸、点香烛等各类祭祀和郊外
游玩活动增加，火灾风险加大。日
前，省消防救援总队下发通知，全面
加强清明节火灾防控。

清明节期间，我省部分地区群众
在扫墓时，会点香烛、焚纸钱和燃放爆
竹。而这期间，我省大风天气时有发
生，树叶、树枝等易燃物自然堆积，稍
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因此每年的清

明节是草地火、山火频发的高峰期。
省消防救援总队提醒，公众祭扫

点香烛、燃香、烧纸、燃放鞭炮，应远
离公共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易燃易爆场所、山林、草

原等。祭扫点香烛、燃香、烧纸、燃放
鞭炮前后，应清理周围可燃物，并进
行现场看护，防止灰烬复燃或飞火引
发火灾；不要在大风天进行明火祭祀
活动。

海口对全市中心城区
排水设施启动检修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敏）海南日报记者3月31日从海口市市政管理
局排水管道养护所获悉，该所已启动对中心城区
218条道路约9.3万座窨井盖、1609公里下水道、
明沟等市政排水设施的全面排查，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整治，保障市政排水管道安全完好、畅通运行。

目前，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排水管道养护所共
清理排水管道5.9555万米，清理排水井2818座，
清理淤泥 524 立方米，巡检井盖等排水设施
3.7932万公里。在井盖维修整治方面，该所已完
成516座井盖的修复工作，对部分路段严重破损
的井盖，将加大力度进行抢修。

该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国提前进入汛期，
接下来将按照“巩卫”工作有关要求，做好台风汛期
雨天排水工作，以及排水设施巡查、抢修、清理等工
作，确保今年市政排水设施各项养护工作顺利完成。

东方18所中学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本报八所3月31日电（记者张文君）“学生
体温异常，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
制。”3月31日上午，东方市八所中学开展了一次
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在学校门口，听见手腕测温
仪发出的警示声后，保安人员将体温异常的学生
带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并拨打电话告知相关人员。

紧接着，学生班主任通知该生家长到校，学校
体卫主任通知校医和学校报告疫情负责人。校医
负责将学生送往隔离观察室，并询问前14天有无
离开海南活动史或与入境发热呼吸道症状患者接
触史，若无，则由家长带回或送往指定医院，若有，
则由报告疫情负责人上报东方市疫情疾控中心，
并安排病例转运至市级定点医院治疗。随后，学
校对其隔离房间进行消毒清洁。

“整个演练分为校门口、教室、食堂、隔离观察室
等4个场景，为全流程演练。”八所中学校长符玲说，
该校严格遵循“谁发现谁报告”原则，及时将“体温异
常”学生情况告知学生班主任和学校体卫主任。同
时，该校定期对教室进行开窗通风和全面消毒，还安
排专门医生为学生做正确洗手和佩戴口罩的培训。

据悉，为确保全市2020年春季初三、高三学
生顺利平安开学，3月28日至31日，东方市八所
中学、民族中学、铁路中学、港务中学、琼西中学等
18所中学陆续开展疫情防控全流程应急演练，累
计26场次。此外，东方还成立4个核验组，从3月
30日起，对18所中学的演练情况进行验收，确保
2020年春季开学工作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今年清明节，海口暂停部分现场祭扫活动，推出多种替代方案

预约代扫“云”寄哀思

祭扫要规范 防患于未“燃”

近日，临高县彩桥
红树林保护区，成群白
鹭栖息飞舞。

近年来，临高县强
化生态修复与环境治
理，红树林保护区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物
种丰富，吸引省内外游
客前来观鸟、骑行。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生态修复
白鹭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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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文明丢不得

“时间窗口”不容错过

让“禁塑”从政令变成习惯 带货直播要带上责任
■ 张淳艺

■ 赵炫竹

■ 韩慧

出门乘车注意了，《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4月1
日起施行，对高铁车门关闭后扒门，
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在列车内进食，
躺卧或踩踏座席等不文明不规范行
为都将列入“乘客行为黑名单”。

在公共场合维护良好公共秩序，
是一个人文明素养的体现。反之，有
的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行为对他人感受
毫不顾及，甚至损害到他人的合法权
益。如在高铁车门关闭后扒门，可能
导致列车晚点，甚至危及列车行驶安
全，将其他乘客置于危险之中；而电子

设备外放声音，对他人来说或是难以
忍受的噪音，将引发不良情绪；等等。
将此类不文明不规范行为列入“黑名
单”，将起到震慑作用，为维护良好的
列车运行秩序树起法律刚性，发挥积
极作用。

维护公共场合的良好秩序，不
仅需要从道德层面进行倡导，也需
要用法律的刚性进行约束。文明既
是倡导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期待更多人增强法律意识，提升文
明自觉，共同营造和谐的出行环境。

（图/沈海涛 文/韩慧）

由中国消费者协会3月31日发布的《直播电
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有37.3%
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消
费者满意程度最低的是宣传环节，对主播夸大和
虚假宣传、有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售
卖等两点问题反馈较多。（3月31日《央视新闻》）

2019年，电商直播发展迅速，仅“双11”淘宝
直播就引导成交额近200亿元。京东、拼多多等
各大电商平台也纷纷推出直播带货模式。不过，
火爆的背后也有隐忧。一些网友抱怨，通过网络
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选购的商品，有不少是虚假
宣传的伪劣产品。

作为新兴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直播带货可
以帮助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为产品打开销路。
不过，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宣传推广必须符
合法律法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带货直播是一种广告行为，主播往往身兼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等多重角
色。《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
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以相应罚款；使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还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有的主
播经营网店，同时具备经营者身份，还应为此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但在现实中，直播翻车常有，追责处理却不
常有，从而助长了带货主播的侥幸心理，导致其
夸大其词，吸引眼球。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也不利于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厘
清直播电商的责任义务，加大监管力度，才能督
促其诚信规范经营。

首先，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平台的监督，及时发
现虚假宣传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同时，由于行业特
殊性，带货主播身份的界定存在争议，也影响责任认
定。此外，有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
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
选择投诉，折射出维权信心不足。

对此，一方面应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处理流
程，通过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降低消费者
维权成本，提高维权热忱。同时，各级消协组织
应积极履行消费监督公益性职责，充分运用消费
公益诉讼，帮助广大消费者维权，倒逼带货主播
珍惜羽毛，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

4 月起，海南正式在重点行业和
场所开展禁塑试点工作，对列入《海南
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的塑料膜袋、
餐具等 2 大类 10 小类塑料制品说

“不”，这标志着海南“全面禁塑”进入
新阶段。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环境
的破坏绝不小。权威资料显示，很多

一次性塑料制品如超薄塑料袋，若被
随意丢弃或不经处理进行填埋，可能
200 年也无法降解，长期残留在土壤
中，会对土质和水体造成极大危害。
全面禁塑，促成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
方式，对于当前海南的发展，更是有着
重要的意义。

海南建设自贸港，打造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全面禁塑是题中之义。
通过全面禁塑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海南发展的最大本钱。也正因如
此，海南对“全面禁塑”定下更高标准，
提出更高要求，并将“禁塑”作为12个
重点先导性项目之一，积极支持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品的研发、
生产和推广使用，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放眼岛外市场。

说到“禁塑令”，不得不说“限塑
令”。“限塑令”自 2008 年开始实施，
历经 10 多年时间，虽然对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消费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但
是与政策预期相比存在不小差距，这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替代品短
缺。海南开展禁塑试点，一大亮点就
在于统筹推出替代品，可谓有备而
来。目前，我省已有 4 家企业在建和
拟建替代品生产项目，预计到今年
底，我省将具备2.3万吨/年的替代品

生产能力，为全面推行“禁塑令”提供
保障，令人期待。

“禁塑”，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
的变革。与过去相比，人们的环保理
念有了很大提升，这为禁塑提供了有
利环境。但也应看到，一次性塑料制
品早已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人们

“弃而不用”并不容易。它不仅需要人
们坚持环保理念，也对“绿色替代品”
提出了要求。实际上，外出购物，需要
使用包装袋时，是选择一次性塑料制
品，还是绿色环保产品，人们有时考量
的可能主要是便利度和价格。

因此，让“禁塑”由政令成为习惯，

一方面，需要在提升绿色替代品的便
利性上多下功夫。比如，绿色替代品
能否像生活中的一次性塑料制品那
样，随手可得？这恐怕不仅意味着相
关替代产品在供应数量上要达到相当
的规模，在获取的渠道上也应相对便
捷。另一方面，还需要在降低绿色替
代品的价格上多做文章。产品价格决
定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成本，关系到消
费者的直接利益，是影响消费者选择
的重要指标。便利度高了，价格也不
贵，还能循环使用，人们使用绿色替代
品的意愿自然会高涨起来，“禁塑”之
路也会越走越宽。

前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反复强调“时间窗口”。他多次
呼吁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中国争取
来的有利时机，尽早采取措施遏制疫
情传播。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以坚韧和奉献精神，为世界其他国
家防控疫情争取了时间。“时间不等
人。”很多国家比如新加坡、韩国，利用
中国创造的“时间窗口”防控疫情，取
得了良好效果。相反，一些国家并未
重视中国用巨大牺牲争取来的“时间
窗口”，结果错过最佳防控期，造成很
大的工作被动。

“时间窗口”是一种机会窗口，一
种良好机遇。抓住了，就能为工作赢
得时间，推动事业成功；抓不住，就会
丧失良好条件，增加机会成本，甚至造
成连锁反应。

就拿航天发射来说，每次都要确
定一个“时间窗口”。只有在“时间窗
口”内完成发射任务，才能确保万无一
失。倘若错过这段宝贵时间，就会给
发射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放弃

发射，就要等待下一个“时间窗口”，进
而影响年度发射任务。电影《攀登者》
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时间窗口”的故
事。由于天气变化无常，攀登珠峰一
年只有几次机会，只有牢牢把握好时
机，才能在气象有利的情况下登顶。
错过“时间窗口”，登顶就会非常困难。

抓住“时间窗口”，要求我们树牢
危机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淮南子》中
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
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为
什么有人直到“灰犀牛”变成“疯犀牛”
撞过来时才恍然大悟？原因就在于缺
少危机意识，患上了“和平病”。只有
珍惜时间、未雨绸缪，看见端倪、防微
杜渐，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发机之要，实资于时。”不错过“时
间窗口”，还需要强大的决策力。一事
当前，优柔寡断、畏手畏脚，就会让“时
间窗口”收紧，乃至消失。革命战争年
代，我们打了很多胜仗，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瞄准时机，果断出击。未来战争，“光
速传播、以秒计时”，发现即摧毁、开战
即决战，“时间窗口”极少。要想打胜
仗，就要求必须把准“时间的脉搏”，果
断决策、速战速决，真正做到料敌于先、
胜敌于先。 （摘编自《解放军报》）

@新华锐评：希望这样的悲剧少
一点，再少一点！又是森林火灾！又
是多人不幸遇难！去年，四川木里的
那场大火，造成31人不幸牺牲。时隔
一年，悲剧再次发生，夺走了19条鲜
活的生命。令人何其痛心，又何其不
解：这样的灾难为什么一再发生？确
实，森林救火难度大、风险高，在大自
然面前，人力终究渺小。但是社会
发展与技术进步，不正是用来弥补
这样的缺憾吗？如果消防安全教育
和预防工作做得更好些，相关装备
更齐全些，对灭火人员的保护更加周
严些，也许这样的悲剧会少一点，再
少一点。英雄逆行，令人可敬可叹。
但是如果可以，我们更希望看到英雄
平安归来，而不是永远消失的背影。

@人民微评：长城上刻字不只是
陋习。近日，一段“八达岭长城墙体
被刻字”的短视频引发网友热议，目
前刻字者已被找到。长城上刻字，不
仅大煞风景，还损坏了文物；不只是
陋习，还涉嫌违法。春光明媚，各地
景区陆续开放，正是放飞心情时。在
尽情一饱眼福的同时，切勿“动手动
脚”。珍惜形象，爱护景区，别因为一
时冲动而付出法律代价。请记住，大
好风景是用来欣赏的。 (韩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