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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夙伟

来论

“政府有补贴，买烧鸡送旅
游。”从“99元买3只烧鸡送全年免
费旅游4次”，到“88元全年免费游
12次并送120枚鸡蛋”，近日网传
的山西运城市几款旅游产品，价格
低得让人不敢相信。当地有关部门
介入调查后表示，所谓的“政府补
贴”纯属子虚乌有，上述产品是“不
合理低价游”，已给予叫停。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旅游业，从

业人员历经一段时间的摆停后，希
望通过打折活动、广告宣传来招揽
顾客、搅热市场，这无可厚非。但
是，任何经营推介活动都当遵纪守
法，讲究诚信。以子虚乌有的“政
府补贴”为幌子招徕顾客，以远低
于成本的价格组团运作，实际上是
变相诱骗游客，因此，受到网友质
疑，遭到监管部门叫停，一点也不
冤枉。 （图/闵汝明 文/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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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助企业纾困发展“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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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也要常打假
□ 丁家发

□ 李豪杰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6号之一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连玉清与被执行人杨景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 0105民初
330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法律规定，本院定于
2020年9月10日10时至2020年9月11日10时止在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0898/13)登记在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名下，由被执行人杨景珠购买且已经备案在杨景珠名下的
位于海口市长怡路蓝城一号南区地下室-1层D-23室(琼(2018)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70892号、合同备案号L00184568)。

特别提醒:一、上述车位仅限海口市蓝城一号小区业主购买；
二、税费请自行咨询相关部门。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898 -68651334

二O二O年七月二十九日

本院依据本院(201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89号民事调解书和权利
人的申请，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海南环海(集团)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临高腾泰实业
有限公司、海南临海船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标
的为人民币12500000 元及利息。本院依法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
临高腾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临高县调楼镇渔港南侧面积
为47915. 8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临国用(15)第0826号,地
号: <15>-外-06]及地上综合办公楼一幢[证号:临房权证调楼字第
DL00134、DL00135、DL00136号，建筑面积合计2051.52平方米]、
工业厂房一幢[证号:临房权证调楼字第DL00210 号，建筑面积
1475.15平方米]进行二次公开拍卖，均流拍。现依据申请执行人的
申请及法律规定，本院拟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进行变卖。整体
变卖价格为人民币48861760元。过户税费由买方承担。有意购买
上述资产者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签订变卖协议。

联系人:詹法官 联系电话: 66706231
联系地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变卖公告
(2018)琼01执恢37号

各业务主管单位、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有关规定和民政部试点要求，现就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参加2019 年度年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年度报告对象：凡是2019年6月1日前，在海南省民政厅登
记成立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年度报告报送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19 年海南省省
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报告材料报送时间为：7月31日
至10月31日。

三、年度报告系统登录方式：根据民政部统一部署，我省作为全
国四个试点省份之一，今年省级社会组织年度报告采取线上填报方
式进行，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点击海南省民政厅主页
中社会组织年度报告登录页面（网址：http://mz.hainan.gov.cn/），
进入社会组织年度报告系统，通过访问https://202.100.241.14 登录
VPN后（VPN 账户名密码请加入海南省社团和民非年检钉钉群，群
号30988164 获取），即可填写年度报告内容。

四、年度报告办理流程：1、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
线填写2019 年度工作报告后，需打印成纸质材料，经法定代表人、理
事、监事签名并加盖公章。2019 年度有政府拨款或接受捐赠的社会
组织，须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度审计报告》。2、有业务主管单

位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需将已签字盖章的纸质材料
（一式三份）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待初审并作意见后，与社会组织法人
登记证书副本原件一同报送至海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3、无业务主
管单位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签字盖章的纸质材料
（一式两份），与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一同报送至海南省
社会组织管理局。4、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完成年度报
告全部流程后，相关内容将在海南省民政厅主页社会组织年度报告
公示页面集中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有关要求：各业务主管单位应督促所主管的省级社会团体和
民办非企业单位，于10 月31 日前参加年度报告，并按规定提交有关
材料。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要认真填写年度工作报
告，接受社会监督，对所填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逾期不按要
求参加年度报告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省民政厅将依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其列入活动异常社会
组织名单，在网上公示。

海南省民政厅 2020年7月29日
海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 号省政府

海府办公区1楼119房
联系人：黄富丹 联系电话：0898-65358551

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度海南省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琼民通〔2020〕36号

海南滨海大酒店是海南海钢集团所属分公司，其名下所属债权经催收仍未偿还，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债务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南海钢集团履行偿还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联系人：姚女士 联系电话：13976273509）

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债务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海航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椰晖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立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鑫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阳光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颐佳实业公司
海南观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食品公司（周世苗）
南昌桑海实业有限公司
纺织业
中博会议
海南百叶会展服务公司
秀英化工厂
海口海秀煤气服务部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元）
32,205.90

986.60
1,730.00
3,640.00

434.00
1,644.00
2,841.00
7,771.60

275.00
100.00
105.00
80.00
80.00

1,342.00
150.00

1,130.00
1,638.00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债务单位
海南大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文杰
海南民旺化工产品贸易公司
平安保险
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公司
海南阳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吴婷珍
龙华超速燃气公司
邢秀鸾
吴春萍
胡玲
兴盛商行
海南广电有线网络公司
龙华区环卫局（车场费）
张焕宇
海南亚洲太平洋酿酒有限公司
钱老板（棕油）

金额（元）
20,822.50

220.00
240.00
15.00

547.76
533.13

1,600.00
270.00
42.00

136.20
11,656.30

635.00
4,284.80
8,038.80
3,118.86
520.00
160.00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发出
《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缓解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的7
个方面23项任务，要求巩固和拓展减
税降费成效，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
企业，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通知》列出的任务清单中，既有
落实好既定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
用工和房租负担、降低用能用地成本
等方面的“减法”，又有强化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挖
潜增效等方面的“加法”。把这些政

策“加减法”落到实处，对拓展中小微
企业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有力保障
全面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具有重要意义。

“减法”是渡危机的有效手段。当
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依然强烈，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盈利能力
降低，特别是许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的生存发展面临困难。这不仅是
经济发展之困，更是民生就业之困。如
果一家小型餐馆倒闭，可能导致一二十
名服务员失业；一个小规模的生产型企
业停产，也可能导致上百名工人失去收
入来源。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
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这时
候，便需要政府敢于动存量利益，以存
量利益的“减法”保障减税降费、惠企纾

困取得实效。从短期看，这能够有效帮
助中小微企业减轻负担，使其更灵活地
应对危机，从而起到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的作用；从长期看，则有助于涵
养税源、巩固税基，促进经济社会更加
可持续发展。

“加法”是育新机的有为之举。
“危”中总是藏着“机”。“危”总是把一
些薄弱环节暴露出来，而应对之举，
往往又会催生新的效率与公平。“留
得青山”的“加法”，除了加“金融支
持”，比如《通知》中提出的加大对外
向型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劳动密集
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出适合
小微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的措施之
外，还要注重提升效率与公平。一
方面，需要提高“创新效率”，比如依
靠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加大信息技
术和互联网、物联网融合应用等；另

一方面，需要增加“公平普惠”，例如
持续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放宽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
制，持续推进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等。同时，也需要加强“监管约束”，
防止资金“空转”套利，避免低成本的
资金进入贷款公司，截留为企业纾困
的政策红利。

事实上，“加法”与“减法”是相通
的。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既要
以“ 减 ”促“ 加 ”，又 要 以“ 加 ”促

“减”。“减”是放权让利，不是放手不
管；“加”是支持激励，不是加压加
码。只有为市场主体“减负”，才能
够增加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信心；只
有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培育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韧性和活力，才
能够减轻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
响和经济运行的风险。对于上亿市

场主体来说，这是惠企政策的“及时
雨”；而对于正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
海南而言，则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检
验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同样要
做好“加减法”，既能够以政府服务的

“加法”换企业负担的“减法”，以制度
创新的“加法”换交易成本的“减法”，
又能够以“过紧日子”的“减法”换市
场活力的“加法”，以审批许可的“减
法”换公平效率的“加法”。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
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做好

“留得青山”的“加减法”，既是以有效
措施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积蓄经
济发展基本力量的客观要求，又是转
换增长动力、培育发展动能、优化营
商环境的一张考卷，呼唤着政府拿出
更多硬核措施，为市场主体强信心、
添活力。

近日，几段“女孩考上清华跪谢
父亲”的视频火了，网友纷纷点赞，表
示被感动得眼泪直流。但随后有网
友发现，该账号曾连续发布多条视
频，考上清华的是同一个小姑娘，可
她的爸爸一会儿是“工地上的工人”，
一会儿是“植物人”。（7月28日《扬子
晚报》）

撇开是否应当跪谢不论，“女孩考
上清华跪谢父亲”的视频，如果是一个
真实故事，确实很感人。但从媒体的
报道来看，这不过是一场戏。这种通
过策划编造出来的“段子”视频，骗取
了公众的眼泪，也骗取了流量以及点
赞和打赏，即便初衷是好的，也不值得
提倡。

随着网络短视频的爆红，短视频
创作成为一门新兴产业，受到不少创
作者青睐。然而，一些短视频为吸引

眼球，不惜造假，甚至无底线，秀下限，
使得短视频市场乌烟瘴气，公众也真
假难辨。

“段子手”们炮制虚假故事，逗引
网友感动流泪、打赏，甚至捐钱捐物，
实质上相当于欺骗。如果短视频内容
是虚假的谣言，子虚乌有、耸人听闻的
违法犯罪活动，还有可能引发公众的
恐慌情绪。因此，有必要对短视频市
场的乱象进行整治和纠偏，不能任由

“段子手”变成“骗子手”，收割流量。
短视频创作可以进行适当艺术加

工，但必须有事实依据和基础，凡是属
于虚构的内容应当标明，不能通过误
导和欺骗来“消费”公众。因此，监管
部门和短视频平台要加大监管力度，
对违背公序良俗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的短视频一律下架；对屡教不改的短
视频账号，应予以取缔；对涉嫌违法犯
罪的“段子手”，则应依法严肃追究其
法律责任，以净化网络短视频空间，让
短视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光明网：校园宣传栏咋成
了反智阵地？“贞洁女子的后代
更聪明”……很难想象，这些奇葩
说辞，来自河南巩义某中学的主
题宣传栏。这反映出一些人科学
素养、思想认知的缺乏。若想改
变这样的现状，还得充实基层教
育力量，提高基层教育水平，以
科学的知识、健康的认知来武装
孩子们的大脑。

@半月谈：大堤内部开起酒
吧餐厅，谁在背后“开绿灯”？位
于南京市杨家圩市民公园的秦淮
河大堤，被人从中挖出了大量空
洞，开起了酒吧、餐厅。在洪涝灾
害频发背景下，消息一经曝光就
引发争议。开在堤坝内部的酒
吧、餐厅，给当地水务安全造成了
极其重大的隐患。有关部门需展
开全方位追责，找到问题源头。
而比惩戒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保证
惩戒的公平，不能让任何人“逃之
夭夭”。 （韩 辑）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院
校专业组”全新亮相，这让一些家长有些为难。一
些志愿填报机构趁机而入、火爆异常，有的“专家”
甚至需要提前数月才能约得上。部分机构推出了

“一对一”的私人订制服务，分为9900元、13900元
等不同价位，价钱最高的为28900元；价格越高，
辅导的专家也就越资深，工作经验也越丰富。（7
月29日《北京日报》）

实际上，这样的高价辅导，每年高考后都会登
场。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目的，说白了，是让考生
几载寒窗苦读得来的分数，发挥“效益”最大化，以
最接近录取分数线的概率，被相关学校和专业录
取。因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不菲的“辅导
费”，应该也是物有所值。毕竟，这需要技巧，需要
经验，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有偿服务理所当然。
但是，“价钱最高的为28900元”不免过于离谱。

比如，一些高校招生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多招
生机构声称的“大数据”并不是独家，“很多数据通
过招生网站等各种渠道就能查到”。虽然是新高
考、新的报考方式，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考生和
家长对于大学和专业的认可度是稳定的，往年录
取的排名情况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所谓
的“大数据测算方法”，预测的录取概率不可能百
分百准确，尤其是“在分数线擦边、刚超一本、二本
线等多种情况下，预测就不重要了”。如此无足轻
重的预测，却开价上万元，显然并不厚道。

其实，录取分数线是由报考人数和高校招生
计划来决定的，虽然高校在每个省份的招生计划
是先确认的，但志愿填报人数并不确定，所以专家
也无法准确预测高校录取分数线。而且，还如专
家所强调的，志愿填报可以有专家的咨询、家长的
参谋，但最终是学生自己的志愿。学生需要结合
自己的实力和兴趣进行选择，数据、专家认为好
的，不一定适合学生。也因此，高考志愿填报咨询
的价值，本来也不必高估。

如业内人士所说，很多辅导志愿填报的机构利
用的是与家长之间的“信息差”，事实上，“大数据”并
非查不到，只要找对途径，家长也可以成为志愿填报
的“专家”。志愿填报咨询的“开价上万元”，大凡是
哄抬上去的，有些是出于炒作目的，也未必就是“价
格越高，辅导的专家也就越资深，工作经验也越丰
富”，实际上，如此漫天开价，反映的正是市场的无序
和混乱，提醒有关方面不能视若无睹、等闲视之。

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