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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
晴。让劳累了大半辈子的老
年人，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
活，是爱老敬老的应有之
义。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
人 口 超 过 2.6 亿 ，占 比
18.7%。在刚刚过去的重阳
节，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
老年人群体身上，围绕如何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总结
经验、探索路径、展望前景。
这当中，“老漂族”作为一个
特殊群体，也引起了社会的
热切关注。

“老漂族”是指由于种种
原因，从故乡迁移到异乡定
居的老年人群体。他们当中
的不少人，选择当一名“老漂
族”，往往是被动的。很多人
为了照顾孙辈起居、成就子
女事业，走出生活“舒适区”，
来到异乡，当起子女小家庭
的“总管家”，带娃、做饭、搞
卫生……每日埋头家务，周而复始、样样不落，竭力维护着子女小
家庭的正常运行。

原本，安享晚年是老年人应有的归宿，但是抚育子孙的“使命
感”，让“老漂族”选择了比“上班”还累的退而不休的生活。“老漂族”
把子女的家庭当成生活的圆心，忙碌不休。然而，有的时候并没有
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回报。隔代抚育的理念差异、生活方式的截然不
同，等等，往往引发“老漂族”与子女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对“老漂
族”而言是更大的挫折和伤害。与此同时，语言不通、生活不便、文
化不同、医疗无保障等障碍，如同无形的藩篱，束缚着“老漂族”，使
得他们的身心均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也就
谈不上归属感。

“一切为了孩子”的价值认同，是“老漂族”透支晚年、成就子女
家庭和事业的动力来源。这样的牺牲应当被看到。作为子女，要
多些包容和关爱，等等他们日渐迟滞的脚步；教会他们掌握各种生
活新技能，跨越数字鸿沟，共享城市生活的便利和美好。对于“老
漂族”而言，异乡有诸多不便，家乡也有诸多不足，要理性看待异乡
生活，以积极心态拓宽生活半径，勇敢“走出去”，对接城市新生活。

个体的遭遇折射时代的声音。将“老漂族”现象放到更广阔的
时代背景来看，“老漂族”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是人
口迁徙流动催生新的生活方式的“附属品”，同时从侧面反映出我
国幼儿托育、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不完善。

解决“老漂族”的种种生活困境，离不开制度层面的考量。不
仅要打破制度壁垒、去除地区差异，完善老年人友好型社区建设，
努力为“老漂族”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也要
补足幼儿托育、儿童照料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把“老漂族”从沉重的

“带娃使命”中解放出来，从容选择自己心仪的生活方式，活出自己
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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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服务”闹人心
刚和朋友聊起某款商品，打开手机

购物APP后，首页随即出现同类产品的
推送广告；刚和家人商量休假打算去某
地旅游，某旅游APP马上“奉上”该地最
佳旅游攻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很
多人都有类似经历。这种“聊啥来啥”的
现象让人疑惑：“怎么就这么准？难道是
APP在‘偷听’我们聊天？”

不得不感叹，移动互联时代，服务
真的是“无微不至”，但仔细想一想，这

种“贴心”服务实在让人后怕。“说啥来
啥”的背后，无疑是个人信息在“裸
奔”。当个人如“透明人”般存在，又有
何安全可言？让人疑惑的是，不管是中
央还是地方，都在三令五申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可重重禁令之下，仍有APP
在过度索权，把手伸得很长，对这种披
着技术进步外衣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惩
不贷。

（图/王铎 文/张成林）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观点撷英

习近平总书记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后，
在一次聊起对上海干部的评价时说，上海的
干部“不粘人”。意思是说，不会谄媚地“贴
近”领导、拼命地“巴结”领导，而是比较务
实。这句评价，既是对上海干部的肯定和鼓
励，也明确了一种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
人导向。

现实中，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跟领
导和同事的关系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干干
净净、明明白白，更多的是保持着一种“无声
的联系”，对领导不搞“贴靠”、不去“巴结”，
也不善“套近乎”，对同事不去拉拉扯扯、吃

吃喝喝，搞吹吹拍拍、拉帮结伙，平日里多半
埋头干事、不会来事，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这就是那种被称之为“不粘人”的人。“不粘
人”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品格。“不粘人”的
干部追求的是实干实绩的价值目标，崇尚的
是独立自主的人格风范，奉行的是高洁清爽
的思想作风，实属难能可贵、难得可嘉。

正确看待“不粘人”的干部，真正对他们
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大凡“不粘人”的干部，
往往有鲜明的独自个性、独立人格和独特思
想，常常有明确的处世原则。他们普遍反感
乃至厌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庸俗的
人际关系，从内心抵触和鄙视那些迷失自
我、缺失尊严的阿谀奉承，往往被有些人看
成是骄傲、清高、作派和自以为是，被说成是

不合群、不近人情、格格不入和不明事理，甚
至被嘲讽成古怪、呆板、迂腐和另类，等等。
人皆有性格，只要不是思想意识上的不对
路，不是立场观点上的不合拍，就应该允许
并包容它的合理存在，不求千篇一律、千人
一面。特别是，当下鼓励和倡导构建清清爽
爽、简简单单、明明白白、干干净净的同志关
系，人与人不妨多些“无声的联系”，“不粘
人”恰好是这种方式的一种合理存在。“不粘
人”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人与人的一种交往方
式，实质上折射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利益观。“不粘人”不失为一种清醒自觉、一
种清新脱俗。

合理使用“不粘人”的干部，真正不让
老实人吃亏、不让本分人边缘化。事业是

干出来的，只会来事不会干事，最终无济于
事，而只有把那些真正会干事、善于解决矛
盾的干部用起来，让“不粘人”的干部吃苦
不吃亏、受累不受气、埋头不埋没，直至让
他们有市场、有价值，成“香饽饽”“抢手
货”，正确的用人导向也就立了起来，好的
政治生态也就养成了。事实上，有的人更
愿意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上，作为领导
和组织，对这种“不粘人”的干部要主动地
去“亲疏者，疏亲者”，不能让“不粘人”的干
部受冷落、被歧视。

“不粘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贴靠、不
巴结，是一种好的品质，这样的干部理应得
到正确的看待和合理的使用。

（本文转载自10月13日《学习时报》）

正确看待和使用“不粘人”干部
■ 徐文秀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

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

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

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

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

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

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

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

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

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为维护开发银行资产安全，有效防

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

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

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

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各类

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

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

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取

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利用虚假的

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材料，

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侵占、私分和转移项目

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

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

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

和浪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

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

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以及

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

质押物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虚假

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理虚假登

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提供虚

假担保，以及恶意转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

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

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形

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

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

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

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

律责任。为尽快了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

调查程序，提倡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或

本单位真实名称、有效证件、有效联系

方式等信息，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

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

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

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

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国家开发银行海

南省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

570311）

电话：0898-68728395

电子邮件：xfjb.hn@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

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

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1年10月15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根据

招生计划，2022年我校拟招收MPA全日制研究生35名,非全日制研

究生138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 网上报名：2021年10月5日至25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或 https://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想

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详细招生简章网址：海

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 https://hd.hainanu.edu.cn/mpa/ 邮箱

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22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根据《关于印发三亚市原武装部安置区安置房回迁分配方案的
通知》（天府〔2021〕205号）文件，选房前需回迁户做选房资格认定。
现因疫情及天气原因，部分回迁户尚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身份核
验。为保障回迁户的合法权益，我办现将核验时间延长至2021年10
月17日。请未进行身份核验的回迁户持相关证明材料按时到市原武
装部安置区办理（联系电话：88911086，联系人：杨慧瑛）。

一、办理身份核验所需材料如下：
（一）本人办理。回迁户需持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协议原件复印

件和原选号牌；
（二）委托办理。代办人需出具委托书和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

件、回迁户身份证复印件、协议原件复印件和原选号牌。
如2021年10月17日18点前逾期未办理身份核验，不能参加选

房流程，由回迁户本人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二、23户未进行身份核验的回迁户名单及原选房号：
郑登辉（511）孙景文、孙崇利（601）李琦（604）
孙秋菊（034）温秀云（037）温秀云（050）刘刚（051）
胡鉴清（060）冯雷（074）李 琦（097）张潇云（122）
马驰（132）周纯（372）陈有东（390）张罗网（499）
李晶（690）蒲飞云（777）蒲飞云（797）曾伟兴（969）
郑小平（1014）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1046）
钟信峰（无）林木龙（无）
特此公告

三亚市天涯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0月14日

三亚市天涯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三亚市原武装部安置区回迁户身份核验时间延长的公告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主题展馆
展陈创意设计方案征集评审结果公示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于9月15日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主题展馆展陈创意设计方案征集公告》，经组织专家对应征
方案严格评审，评出4家入围方案。现将评审结果公示如下：

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创智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骄阳视觉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21年10月15—21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致

电0898-66810645。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天邑

TEWA-766G型号终端版本升级，具体安排时间如下：

1. 2021 年 10 月 15 日 4:00-2021 年 10 月 31 日 7:00，

海口市金盘支局的终端版本升级。

2. 2021 年 10 月 18 日 4:00-2021 年 10 月 31 日 7:00，

海口市剩余其他地区的终端版本升级。
3. 2021 年 10 月 19 日 4:00-2021 年 10 月 31 日 7:00，

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地区的终端版本升级。
4. 2021 年 10 月 20 日 4:00-2021 年 10 月 31 日 7:00，

全省其他剩余地区的终端版本升级。
单个用户MODEM终端的版本升级时间约3分钟，期间

将影响单个用户的业务使用，其他时间不受影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停车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10HN0236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两处停车场分别进行整体招租：

一、招租标的及挂牌价：1、文昌市文城镇紫贝广场（人防改造工

程）地下一、二层停车场162个机动车停车位，挂牌价97200元/第一

年租金；2、文昌市迎宾广场的190个小型车位和6个大型车位，挂牌

价119040元/第一年租金。

二、租赁期限：文昌市文城镇紫贝广场（人防改造工程）地下一、

二层停车场162个机动车停车位租赁期限三年，文昌市迎宾广场的

190个小型车位和6个大型车位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

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5%，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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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杭州大厦房产、车库及龙昆北路别墅
分别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3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万华路杭州大厦4套
房产、3个车库及龙昆北路18号E型8号别墅。杭州大厦4套房建筑面积
从 79.41m2- 416.22m2 不等，挂牌价格从 546,897.00 元- 2,499,
817.00元不等；杭州大厦3个车库建筑面积均为21.18m2，挂牌价格均
为127,126.00元/个；龙昆北路18号E型8号别墅建筑面积为280m2，
挂牌价格为3,716,720.00元。公告期：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
10月28日。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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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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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15日

海口市海秀大道金海大院6套房产
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96-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167

号金海大院6套房产，建筑面积为83.98m2至107.85m2不等，挂牌
价为58.32万元至74.9万元不等。公告期：2021年10月15日至
2021年 10月28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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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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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92+800至K593+650段
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15沈海高速建设工程在G98高速绕城段进行改建施工的
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申请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
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2021年10月20日至2022年2月22日。一、
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592+800至K593+650段。二、管制
方式：管制期间，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K592+800至K593+650段
左幅(海口往澄迈方向)车道及右幅(澄迈往海口方向)第一行车道，由
海口往澄迈方向的车辆借右幅第二行车道、第三行车道及应急车道
通行。由澄迈往海口方向的车辆经右幅开设的施工便道通行。途经
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
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1年10月15日

家装行业规模近年快速扩张。然而，行
业规模扩张了，行业标准与管理能力却没能
及时跟上，房屋装修不省心被消费者普遍诟
病。整装套餐不是整体负责，免费设计不是
真的免费，定制家具都是过时款式，家装报价
里藏着的猫腻令业主处处受限。作为消费投
诉重灾区的家装市场亟待规范。（10月13日
《北京晚报》）

诚如有的消费者表示，“预算说变就变，
这个不包含，那个要另算，人生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装修公司的套路。”尤其是，听上去就像
是由装修公司一站式服务，业主要做的就是
定好标准，然后坐等收房。然而，想象有多美
好，现实就有多残忍。比如，说是整装，但有
些东西装修公司是不管的，也就是说，要想省
事，就得多花钱。

于消费者而言，家装套路的存在就是懂
行的欺负不懂行的。还以免费设计不是真的
免费为例，当初咨询时说的是免费设计，而事
实上，签约了、付了钱，设计图才是免费的，所
谓免费设计就是个幌子。

家装市场乱象的存在，不仅是对消费者
权益的侵害，更是对行业健康发展的严重阻
碍。对此，市场监管不能掉以轻心。此前中
消协曾表示，“免费装修”和“装修款N年返
还”一样，都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不良营销行
为。市场监管部门既需要加强消费警示，又
应创新举措，对不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法律不能手软。“免费装修”“装修款 N
年返还”的宣传涉嫌违反《广告法》和《反不
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容易误导消费者并
扰乱市场秩序。让不法行为得到有力惩治，
既离不开监管部门的主动作为，又离不开消
费者的积极依法维权。消费者在消费前要审
慎选择家装机构，在消费时更应注意留存消
费凭据。

一个行业的良好秩序，离不开企业和从
业人员的自律。《中国家装行业自律公约》于
2020年9月正式发布，提出针对家装行业中
企业发展良莠不齐、过度营销乱象层出不穷、
消费者满意度较低等问题，以行业组织的力
量来开展行业自律。家装企业也要珍惜自身
形象，依法诚信行事。总之，只有监管部门、
家装企业、行业协会形成合力，消费者才能实
现放心消费、品质消费。

锐评

不能任由家装市场沦为投诉重灾区
■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