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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有刚性 养犬更文明
□ 魏燕

海南观察
当前，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而犬

只扰民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近日，
海口市正式发布《海口市养犬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全面修订了
2008年2月发布的《海口市城市养犬
管理条例》，回应了群众对规范养犬,
涵养社会文明、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
期待，为推进文明养犬提供了法律法
规支撑。

犬是人类之友，应得到善待和保
护；养犬作为一种个体生活方式，也应
得到理解和尊重。然而，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养犬人并不能约束好宠物狗的
行为，致使其随地排泄、到处流窜，甚
至恶犬伤人等现象时有发生，给其他
居民以及城市管理带来极大困扰。据
相关部门调查显示，仅2019年，海口
110平台和12345热线涉犬警情和投
诉就高达 9859 起，而 2017 年至 2019
年，全市监测报告犬只伤人事件年均2

万多起，且呈整体上升趋势。屡屡被
曝光的犬只扰民、恶狗伤人事件，逐渐
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规范养犬
行为，也成为城市管理的当务之急。

文明养犬关键在人。种种不文
明养犬现象之所以出现，归根结底，
多在于养犬人规则意识不足以及相
关管理的缺位。因此，从立法层面构
建一个责任明晰、分工明确、科学规
范的养犬管理体制机制，强化文明养
犬的刚性约束，藉此来涵养养犬人的
规则意识，更好地规范养犬行为，就
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海口全面修
订了原有的管理条例，扩大了原条例
的适用范围，强化了犬只免疫和登记
管理，并明确了公安机关等管理部门
的具体职责，加大了恶犬伤人的处罚
力度等，弥补了原条例在管理区域、
责任主体等方面管理上的缺陷，进一
步增强了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社
会管理理念，对解决城乡养犬难题、

引导文明养犬以及涵养社会文明、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文明靠自我养成，同样要靠管理
来引导。有了明确的刚性规则，接下
来，就要通过严格的执法，让规则真正
长出“牙齿”，更好地约束不文明养犬
行为，进一步引导养犬者增强文明自
律意识。这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明确
职责，联管联动，加大摸排力度，做好
城乡犬只的免疫、登记工作，尤其是对
潜在危害大、社会关注强烈的大型犬、
烈性犬、流浪犬要加大管理力度；另一
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于公共场所
出现的各种犬只扰民、恶狗伤人等现
象，要依法追究养犬人的法律责任，提
高不文明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以督促
养犬人文明养犬。

同时，也要看到，在文明养犬问题
上，制定规则、严格执法很重要，充分
利用社会力量监督管理、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氛围也很重要。目前，

海口全市犬只数量已经超过10万只，
在我们身边有大量未登记的犬只，以
及因近几年旧城改造步伐加快、居住
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大量遗弃犬只等。
如此庞大的犬只数量和活动区域，给
执法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执法成本
也很高。这需要相关部门转换思维，
充分发挥社区、群众的监督力量，畅通
举报渠道，鼓励群众曝光小区内不文明
养犬行为，以此约束养犬人行为；还可
以结合养犬人的实际需求，在遛狗密集
的场所设置宠物排便区，或提供粪便收
集袋等，给养犬人提供方便，形成正向
激励，帮助养犬人尽快养成文明习惯。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文明成果全民
共享。管好一只宠物狗，绝不是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也不是个人私事，而是一
件体现社会治理密度和精度的事情。
唯有从细微处入手，强化刚性约束，加
强执法力度，切实增强养犬人法律意识
和自我约束意识，才能让文明养犬成为
一种习惯。

近日，一则“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张霁和姚婷入选华为‘天才少
年’”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其中，张霁拿到华为“天才少年”最高一
档年薪201万元，更是让人惊叹。

华为“天才少年”的多重启示
时事

宝贵品质比高薪更值得珍视
□ 杨朝清

对“读书无用论”的有力回击
□ 冯军福

据报道，近日，山东济南一档歌唱
比赛节目请来一名 8 岁童星做评委。
从网传视频中可以看到，童星以非常

“老资格”的口吻，评价着叔叔阿姨甚
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不少网友
表示，8岁小孩这样点评大人没礼貌，
也有人称这不是礼不礼貌的问题，而
是能不能评的问题。对此童星经纪人反
怼：“你有她火吗？你们有她出名吗？”

“你有她火吗？”这或许是歌唱比
赛节目主办方找来童星当评委的原
因。利用孩子的名气，也利用孩子的
童言无忌，让孩子发表成人化、“专业
化”的评价意见，引起高度关注。

这也说明节目主办方的别有用
心。或许童星名气较大，具备一些才
艺，但评委应是专业领域的佼佼者，而
非唯名气马首是瞻。并非孩子不能发
表看法，但童星的水平、见识毕竟有

限，态度居高临下的点评、模仿成人化
的语言容易使孩子失去童真，而喧嚣
的环境、过度的曝光率也会让心智尚
未成熟的孩子对自我和世界产生认知
偏差，是隐秘的“伤仲永”。

童星小小年纪便有了经纪人，可
见其商业活动之密集。从儿童“维密
秀”到织里镇童模，“出名要趁早”已成
为一些家长的育儿指南。这些家长只
顾追逐明星的光鲜亮丽，却忽视了复
杂的商业环境对孩子的伤害；渴望名
利双收，却不知良莠不齐的商业活动，
会助长孩子的虚荣心，容易迷失自我。

“童星当评委”表面上打着“让孩
子学习”的旗号，其实是孩子监护人逐
利冲动与主办方炒作博取眼球的一次

“合谋”。孩子年幼，不具备辨别能力，
但家长应懂法明理，正确履行监护职
责。全社会也要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责任，杜绝部分家长、商家消
费童真，不让孩子成为商业化工具。

别让商业活动催熟了孩子

锐评

□ 斯涵涵

人生“逆袭”、高学历、让人望尘莫及的
高薪……华为“天才少年”迎合公众对于

“知识精英”的想象。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
大众化、普及化过渡的当下，“读书改变命
运”的周期延长、不确定因素增多，华为“天
才少年”迅速完成财富积累，实现向上的社
会流动，难免会成为不少人羡慕的对象。

企业用人会考虑成本，求职者也会考
虑薪酬待遇、发展空间和企业文化。华为
在“天才少年”上不吝投入，显然是因为懂
得“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
道理。

宁可拿华为201万元年薪，而拒绝另一
份年薪360万元的工作，张霁“希望在华为
最艰难的时候为其作出一点贡献，能够和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有意义的事”。在这
位“天才少年”眼中，人生价值的实现不仅
体现在高薪上，更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

人前风光的“天才少年”，背后的付出
却少为外人所知。本科就读于武昌理工
学院的张霁，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梦想奋
进；姚婷也打破了公众对“女博士”的诸多
刻板印象……“天才少年”并非天赋异禀，
他们的成长故事，都是一个个励志样本。

在平凡的世界里，有少数人始终心无
旁骛、脚踏实地奔向成功的阶梯。他们用
严格的自律、不懈的坚持和发自心底的热
爱，让自己成为专业领域的稀缺人才。与
数以百万计的高薪相比，他们身上所拥有
的宝贵品质，更值得珍视，更值得学习。

图
说
辣
论

近日，一段“河北邯郸交警开车
不系安全带并打电话，遭摩托骑手
训斥”的视频引起热议。视频中，
一名摩托骑手指出该交警开车不
系安全带、打电话及汽车尾灯故障
等问题。目前，邯郸市交巡警支队
已依法对涉事交警的三项违法行
为作出处罚，并将其调离执法岗位。

遵守交通法规，是保证交通
安全的基本前提，适用于社会每

一分子。本是维护交通法规的执
法者，反而成为交通法规的破坏
者，该交警的行为影响实在恶
劣。其固然带有侥幸心理，自以
为可以逃避惩罚，但更多的是特
权心理在作祟，缺少对法律法规
的敬畏之心。严惩此类越界行
为，既需要社会力量的监督，也需
要从规范权力做起。

（图/闵汝明 文/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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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吴荣琼海南省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证号：乡字第（2019）0751
号，用地项目名称：吴荣琼房屋，声
明作废。
●海南鑫知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龙州村民委员会
下屯村第一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6410017296701，
声明作废。

●海南绿生农资有限公司的公章
磨损,声明作废。
●潘昌春不慎遗失海口富力会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月亮湾B1商铺）
收据一张，金额20000元，声明作
废。
●王耿杰不慎遗失海口富力会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A8-2商铺）收
据 一 张 ，编 号 ：6037746，金 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蓝点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公章及海南蓝点
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财务部公章因磨损，现声明作
废。
●赵日珂、赵赞美不慎遗失座落于
东方市三家镇三家村委会的土地
证，证号 ：东方集用（2012）第
117519号，声明作废。
●张伍二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南港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0）第00712号，
声明作废。
●宿迁市圣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
新区海花岛2号岛305栋521号房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1886454，金额：189680元，声明
作废。

公 告
我司所管辖项目海口东站站前广

场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一家

专业消防设施设备管理单位，请具

有相关营业范围及资质条件的意

向单位于5日内凭公司介绍函及

相关资料到我司报名参加评选。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39

号蓝城商务大厦

联系电话：罗先生18976036687

海口凯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童永东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证号:黄流国用(93)字第7号，
声明作废。
●高从峰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建 字 第
4690022017000118号，现声明作
废。
●海南亿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46050100573700000105, 核 准
号：J6410028241201，现声明作废。
●周良遗失白沙县青松乡牙扩村
委会那堂村林权证，证号：白府林
证字（2010）第000265号；林权证
编号：B460801904818号，现声明
作废。
●周良遗失白沙县阜龙乡天堂村
委会南北吉村林权证，证号：白府
林证字（2007）第10号；林权证编
号：B4600028187号，现声明作废。
●乐东利国明记快餐店不慎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3600123451，现声明作废。
●秦南、苏芬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三份，
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72
栋1727号房，收据一，2016年12
月 31 日，金额 7000 元，收据号
HHD4092378；收据二，2017 年
12月27日，金额12000元，收据号
HHD5051555；收据三，2018年6
月 26 日，金额 12000 元，收据号
HHD1077374，声明作废。

公 告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临高支公
司（2019年1月17日成立，公司地
址：海南省临高县新盈镇雾田新规
划管区大南4栋第14间一楼，机构
编码 000038469024），经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
局批准，于2020年8月4日正式撤
销。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临高
支公司债权债务由本公司继承，其
未到期的保险合同及其他合同本
公司将继续履行合同责任。联系
电话：0898-68567329，地址：海
口市滨海大道117号海南滨海国
际金融中心B座1801、1805室。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

2020年8月4日

注销公告
三亚中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弘泰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致林泽平、邱浩、张荣、邱智杰:经

股东林泽平提议，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8月 22日召开临时股东

会，现将本次会议议题及基本情

况通知如下：一、本次会议基本情

况:会议时间：2020年8月22日,

会议地点：广州市芳村大道，广州

神予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会议

室。召集人：公司董事会,主持

人：公司董事长梁锦辉,召开方

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议题：1、股东之间转让股

权,2、变更公司管理人员,3、修改

公司章程并制订新的公司章程。

联系人：林泽平18184646948。

儋州京兆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8月5日

声明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

海南海链所科技有限公司无任何

合作关系，并未与其签订入孵协

议，“海链所”项目没有入驻本园。

如涉及“海链所”数字资产交易平

台假冒与科技园合作开展交易活

动产生的负面影响，本园将保留法

律追究权利。特此声明。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2020年8月5日

●中共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直
属机关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0219802, 声明作
废。
●梁振川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甲子镇昌西村委会下坡
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
市集用（2010）第020700号,声明
作废。
●谢友、陈晓晶不慎遗失新世界中
国地产（海口）有限公司恒大美丽
沙项目1415地块 9号楼 2307房
房款收据联，编号:HN0103324，
声明作废。
●钟旭辉遗失中铁快运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海南中心营业部
铁 路 职 工 工 作 证 ，编 号 ：
6013021146198，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利福隆商行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60106600572762，声明作废。
●翰墨奇沉（海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符志敏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469003101201120015J，声 明 作
废。
●江初连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建筑起重司索信号
工 ） 初 级 ， 证 号 ： 琼
A032019000273，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减资注销

收购典当行、小贷公司
龙先生：15820400288

收 购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出 租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通 知

广告·热线：66810888

看着“天才少年”的高额年薪，不少网
友顿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柠檬酸的味道。
但无论是上班族还是毕业生，如果目光只
盯着年薪看，而不去考虑背后的企业需求
和人才价值，则“徒有羡鱼情”，无助于自身。

“五百金买马骨”的故事想必不少人听
过。战国时期，燕昭王请宰相郭隗推荐人
才。郭隗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国王买千里
马，使者以五百金买回一匹死千里马的骨
头，于是美名传开，人们知道燕昭王连千里
马的骨头都爱惜，更会爱惜千里马了。“用
一人才则人才毕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华为去年发布“天才少年”计划，由此
引发的社会关注，以及人们对华为求才若
渴的企业观感，却非金钱能够衡量。因
此，在赞叹华为重视人才的同时，也应抱
以平常心看待。对于一家依靠科技取胜
的企业来说，高薪聘请人才再正常不过，
因为引来一个人才，很可能带来一个项

目，催生一个产业。
据了解，华为“天才少年”项目，是任

正非发起的用顶级挑战和顶级薪酬去吸
引顶尖人才的项目。既然是“顶级挑战”，
那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

“天才少年”并非天生。张霁本科就读
于武昌理工学院，凭借刻苦努力实现人生

“逆袭”，这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有力回击。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大多

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学习的苦？”
点赞最高的一条回复是这样的：“生活的苦
难可以被疲劳麻痹，被娱乐转移，最终习以
为常。学习的痛苦在于，你始终要保持敏锐
的触感，保持清醒的认知和丰沛的感情。”

“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梦想”，这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与其羡慕别人拿高薪，不
如努力成为那样的人，这是“天才少年”年薪
百万带给我们的另一重启示。

（摘编自《河南日报》）

知法犯法不可饶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卓斌 美编：孙发强全民参与防骗 共建和谐社会

8月 6日，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发布预警：目前，高考填报志愿已
经开始，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种种幌子
开始诈骗。为此，省反诈骗中心提醒
各位家长及考生谨防高考填报志愿类
的诈骗。

谎称有“内部指标”

骗子会谎称有特殊关系，可以购
买“内部指标”“计划外指标”，在填报
志愿前就用各种借口，让家长交钱保
留名额。

嫌疑人会通过伪造文件、私刻印章，
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话，假冒高校招生
人员，谎称手中有“内部指标”“机动计
划”等，让家长先付定金，后迅速消失。

混淆文凭教育形式

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多样，嫌疑人有
意混淆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辅导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蒙骗考
生，声称只要交钱就可以上大学，甚至上
重点大学。家长花钱后，子女拿到了录取
通知书，入学之后方知受骗，接受的根本
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本、专科，而是自学
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形式的教育。

警方提醒：家长可向教育主管部门
了解查询学校的办学资质、招生资格等，
如有条件也可以实地去参观、查看学校
的硬件设施和周边环境，从多种途径了
解该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成果。

艺术类招生“特权”

艺术类招生录取持续的时间较长，不
法分子抓住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声称
只要交钱就可以从中运作“帮忙搞定”，或

以“不交钱就不录取”“不交钱就退档”威
胁考生和家长，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发放奖学金、助学金骗局

骗子会利用一些考生家中经济困
难，需要助学金交齐学费的情况，冒充高
校工作人员、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或者直
接谎称手上有项目，可以为考生申请大
学助学金，催促家长先交报名费，或以再
不领取就过期等理由，要求汇款转账。

警方提醒：考生及家长要主动与当
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不随意透
露家人姓名、电话、职业等相关信息，坚
持做到不透露、不相信、不理睬。无论哪
一种形式的诈骗，都会涉及转账、交钱之
类的手段，所以只要涉及钱财，一定要提
高警惕，谨防中招。同时，警方提醒广大
考生，保管好身份证、准考证、考生号与
密码、成绩单、志愿填报信息、录取通知
书等证件及信息，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王晴 王政书）

省反诈骗中心：谨防高考填报志愿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