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东寨新居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演丰镇，紧邻东寨港大道，项目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88098.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419808.17

平方米，总用电负荷27950KVA。现向社会公开引进项目场外正

式用电设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

函，含具体金额、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资

料的形式报至我司工程部。截止7月9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

价，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联系人：吉树帮 电话：18289268236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关于邀请参与东寨新居一期项目场外
正式用电设计单位的公告

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50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文明东路25号临街铺面进行招
租。一、挂牌价：389282元/第一年。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
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
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1年 7月7日至2021年 7月20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
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7日

讣告
我公司原副总经济师李鹤同志因病抢救

无效，不幸于近期逝世，享年54虚岁。兹定

于2021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海口市殡仪

馆碧海厅举行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中咨华科交通建设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海汽控股公司6宗土地分别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5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6宗土地分

别招租。土地面积 64.38㎡-6292㎡不等，租金 200元/月-

12000元/月不等，租期均为三年，租金从第二年开始，逐年递增

3%。公告期：2021年7月7日-2021年7月20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7日

海口南州贸易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2020年10月30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

人海南辽海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对被申请人海口南州贸易有限公司
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根据该院指定，由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刘
晰、陆霍、李娜娜、谢媛、胡小玲、刘赟组成清算组，刘晰担任清算组
组长，依法负责对被申请人的强制清算工作。现清算组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海口南州贸易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
应书面明确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二、海口南州贸易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
务或返还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
动。三、清算组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7号华润大
厦 B 座 19 层 1910- 1918 室；联系人：胡小玲，联系电话：
15289807837；刘赟，联系电话：18689988176。特此公告！

海口南州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海南育海船务公司清算组公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海育海航运公司的申请于2020

年12月17日裁定受理海南育海船务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1月28日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为海南育海船务公司
清算组。海南育海船务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25日前，向
海南育海船务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东方洋路海悦东方二层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林志强；
联系电话：13519898433）。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
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应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支付补充申报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育海船务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海南育海船务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育海船务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6日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2018)琼0106执1129号《执行

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南京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的琼山籍国用(2002) 字第 26- 0014 号土地证项下的

197907. 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海南加诚实业有限公司，依据

《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籍国用(2002)字

第26-0014 号土地证项下的197907.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仙桥花园北苑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仙桥片区北侧。项目于
2013年8月通过规划许可，此次变更内容为：1、结构连梁调整；2、补
充标注底层商业立面材质及首层门窗设置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
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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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
7日至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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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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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仙桥花园北苑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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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为何不能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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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上岗”不是考家长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 韩慧

锐评

少些“群里吼”
多些“实地走”

■ 江文

从“用户体验”角度改善营商环境
■ 陈浩 梁启东

近日，中消协发布了“618”消
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
监测期内共收集快递、外卖配送类
负面信息63043条，其中消费者对
快递不送货上门、乡村取件加收快
递费等问题吐槽较多，意见很大。

《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
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
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
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显
然，送货到家，当面签收，是快递服
务的法定要求，也是快递企业的法

定“标配”。然而，出于人力、运送成
本等因素考虑，不少快递员都选择
将包裹“一放了之”，加大了消费者
的取货成本，影响消费者购物体验，
也让相关法律规定变成“摆设”。

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大行业监
管力度，并根据快递企业违规情
况，下大力气进行整改。同时，应
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
细则，让规则“长牙”，从而倒逼快
递企业向末端服务精细化管理倾
斜，推动服务到位。

（图/陶小莫 文/魏燕）

观点撷英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顺应社会期盼，持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明显改善。

从企业角度看，营商环境具体体
现为企业在开设、经营等所需的时间
和成本等方面。因此，有必要树立

“用户体验”视角，更加客观评价和改
善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很多地方从“用户体验”
视角出发，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了
很多探索。一些地方推广“最多跑一
次”，解决“办事慢、办事繁、办事难”问
题，有利于降低市场主体的时间成本，
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一些地方加强法
治建设，摒弃“潜规则”和“暗箱操作”，
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围。实践证
明，衡量营商环境优劣，各类市场主体
的感受更直接、更鲜活、更重要。

从“用户体验”角度促进营商环境
建设，就要认真研究用户的需求内容，

有针对性地确定做什么。用户需求参
差不齐，市场主体的需求千差万别。
比如，有的企业侧重资金需求，需要金
融机构及时服务；有的侧重技术需求、
人才需求，需要与相关机构加强对接
等。此时的“用户体验”角度，就是站
在用户立场，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作为
营商环境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用户体验”角度促进营商环
境建设，就要把办事方便作为最直观
的标准。应力争更多实现网上办、马
上办、一次办，真正把方便让给企
业。实践表明，哪里办事方便，经济
运行效率高，哪里就会形成强大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就
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哪里“关卡”
多，投资者就会望而却步，经济发展
就会受影响。

从“用户体验”角度促进营商环境
建设，要用好三张“清单”，定好制度规
矩。“权力清单”要变小，一律取消非行
政许可审批，坚决消除各类隐性障碍
和潜规则；“责任清单”要变清，一个部
门能办好的事，就没必要交由两个部

门办；“负面清单”要变短，凡是法律法
规未明确禁止的，一律允许各类市场
主体进入，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
开放的领域，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凡
是影响民间资本公开进入和竞争的各
种障碍，一律予以清除。

从“用户体验”角度促进营商环
境建设，要把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为底
线要求。政府部门要坚持法治思维，
带头讲诚信。企业要依法经营、诚信
经营，对失信者要“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让守信者越来越便利。

从“用户体验”角度促进营商环境
建设，要转变政府部门工作作风，克服

“官本位”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求实效、干实事，缩短“说了”和“做
了”、“发文件”和“落实了”、“开会研究
了”和“问题解决了”之间的距离。保
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从整治突出
问题向建立长效机制深化，形成一种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以更有力的措
施和办法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摘编自7月6日《经济日报》）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干部严重依赖微信
群推动工作，无论是各类政策、各种通知的上传
下达，还是工作安排、任务布置等，都习惯于“群
里吼”。

微信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因其低成本、高效
率、多功能的优点，越来越成为人们传递信息、交
流思想、联络感情的重要渠道。为了便于工作，基
层单位基本上都建有微信工作群，用于及时发布
信息、组织探讨工作、交流实践经验等。但如果一
个干部养成“微信群依赖症”，过度依赖微信群指
导、推动工作，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当前，有的干部不管实际情况，动辄“@全体
人员”“收到请回复”，成为典型的坐机关下命令；
有的过于依赖微信工作群，不愿下基层一线调研
督查，而是要求基层人员在群里上传几幅图、几
张表作为工作“留痕”；有的无论什么事都通过微
信群传达，无论什么工作都通过微信群布置，面
对面谈工作的机会大为减少……这样的“微信群
依赖症”，不但有可能沦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让基层人员苦不堪言，而且也影响到工作进度和
成效。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贵州遵义老支书黄大发
修渠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在准
备再次筹资修渠时，黄大发选择在村里召开动员
会，挨家挨户做工作。面对个别群众的发难，他
依然苦口婆心，直至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仔细想
想，如果这项工作换作在微信工作群中进行，老
支书黄大发只是在微信工作群“吼”，恐怕吼一百
次、上千次，当地群众也不会同意，修渠自然也就
难以推进。

如此看来，要想又快又好推动工作，把工作
做到群众心坎上，就应该“走”出微信群，走进人
群，变“群里吼”为“实地走”。只有真正同群众
坐一条板凳，同商一件事，才能加深与群众的联
系，得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反之，只在“群里
吼”，只靠“键对键”“屏对屏”，工作恐怕是难有
进展的。

“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本领就会大
起来，我们的认识就会产生飞跃，我们的工作就会
做得更好。”少些“群里吼”，多到基层一线走一走，
到群众中去，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近日，一则关于浙江省拟推行
“父母持证上岗”的消息，在网上引起
讨论。浙江省教育厅在向一位人大
代表作出的答复中称，浙江一些地方
借鉴杭州市上城区“星级家长执照”
做法，基于数字家长学校学习数据，
对“父母持证上岗”进行了有效探索，
省级层面也在做积极尝试。计划
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在浙江数字
家长学校试行家长学习积分制，待时

机成熟时在全省推行。网友对此议
论纷纷，有人表示“早该如此”，养育
孩子责任重大；也有人认为做法欠
妥，是在给家长增添负担。

如何看待“父母持证上岗”？如
果单从字面上理解，“父母持证上岗”
的说法有可能让人误以为“有证”才
能“上岗”，从而引起家长们的反感和
抵触。其实，“父母持证上岗”实行学
习积分制，此举只是给父母提供一个
学习的渠道和平台。平台通过播放
一些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营养学
知识相关的视频，比如，如何给孩子
挑选玩具？孩子间发生冲突，家长该
怎么办？孩子考试受挫后怎么抚

慰？而后根据家长的在线时长和线
上测试结果，对家长进行打分，并颁
发星级证书给予鼓励。

一直以来，凭经验带娃的观念代代
相传，“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等简
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至今仍有市场，养
而不育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对家
庭教育重视不够，对孩子的成长规律
了解不多，导致家庭教育处于缺位状
态。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课堂，不断学习是为人父母
者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的必要之举。唯有
读懂孩子，才能给予孩子更好的陪伴。

“父母持证上岗”学习平台为家长
提供富有针对性的科学观念和技巧，

值得肯定。更为重要的是，“父母持证
上岗”学习平台提醒广大家长，家庭教
育是一门科学，做学习型家长，以符合
孩子身心特征的方式与孩子相处，有
益于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为孩子的
健康快乐成长助力。而对于平台而
言，引导广大家长重视家庭教育，激发
学习兴趣，既需要打造优质内容，提供
优质服务，也需要营造良好氛围，以家
长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进行。

当然，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个体，教育孩子既需要技巧方面的
科学答案，也需要独一无二的情感传
递。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教
育方式最适合孩子，靠的不是刷题，

而是用心关注孩子点滴成长。教育
孩子不能全然依赖书本知识，“父母
持证上岗”学习平台给诸多家长提供
了学习的渠道，但好家长不是考出来
的。“父母持证上岗”学习平台打的
分、颁的星，只是对家长的家庭教育
某方面能力的评议，而非对父母舐犊
之情高低的评价。实际上，任何考题
都难以衡量出父母的爱子深情。教
育孩子涉及方方面面，身教重于言
传，要求“父母持证上岗”，说到底是
希望家长努力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因为，要想成就更
好的孩子，也需要家长努力成就更好
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