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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当盲盒，节约往哪放？

■
韩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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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
公众隐私保护墙

一人洗澡，百人围观，这
样的场景发生在某直播群
中。据媒体近日报道，当时
已是夜里两点，上百人付费
后，得以“静静围观”后续画
面，而被围观者对此毫无察
觉，令人后怕。

无论是在公共区域，还
是在私人空间，摄像头背后
可能藏着成百上千双偷窥的
眼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技

术，破解监控密码，能够远程操控各种
摄像头进行偷拍，严重侵犯公众隐私，
危及公众安全。

针对偷拍黑产，监管部门、网络平
台和商业场所等都要担起责任，充分
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从加大打击力度、
提升产品性能、净化网络空间等方面
着手，合力斩断利益链条，筑牢公众隐
私保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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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涵涵

廉洁奉公，永葆政治本色
■ 邓瑜

观察

锐评

学党史：
1930年，中共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为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苏区军需民
用物资的供给，决定设立国民经济部，并
任命朱义祖为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
部长。朱义祖上任后，一面打击奸商囤
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行为，一面积极采取
措施，通过建立消费合作社、设立赤白交
易所等，解决苏区生活必需品的输入问
题。但一些商品如食盐和药品等，仍需
苏区干部深入白区采购。为此，朱义祖
经常扮成“大老板”，带着“伙计”冒着生
命危险想方设法将采购到的物资运回苏
区。为了不搞特殊，加上长期在野外工
作，朱义祖等人随身都带着草鞋、灯笼、
饭笤子（棕丝编织的袋子，里面装有干
粮）。这三样东西被群众称为“苏区干部
三件宝”。

悟初心：
为了方便钻林海、攀高山、过封锁

线，朱义祖等只穿草鞋，只有化装进城时
才会换上布鞋；由于白天忙于各项事务，
利用晚上时间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时，
朱义祖等都会自备灯笼；为了不增加群
众负担，朱义祖等人下乡时会自带干粮，
开饭时拿出饭笤子里的食物热一热，边
吃边和群众谈心，见到群众生活困难，还
会毫不犹豫地和群众分享。朱义祖等苏
区干部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廉洁奉公、
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处处以身作则，与
群众同甘共苦。“苏区干部三件宝”不仅
见证了苏区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还凝
结着苏区群众的高度赞誉。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
才能赢得人心。廉洁从政、秉公用权，是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历史和人民
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在极其残酷的
战争环境下，老百姓为什么拼死支持中国
共产党？在经济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老百姓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
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因

为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在党
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廉者，政之本也。”在“七一勋章”颁
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廉洁奉公，
就是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的
光荣传统，从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
得失，不贪图享受，守纪律、讲规矩，生动
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道德风范。革命
时期，党的许多优秀领导干部，为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用
宝贵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诗
篇。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好干部克己
奉公、以俭修身，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创业，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
需要党员干部知重负重。新的征程上，
我们要传承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赓续
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永葆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拼搏奉献、廉洁奉公，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近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期末测试在我省各小
学的一二年级间展开。测试时，孩子们不是在教室
里奋笔疾书、紧张作答，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以游
戏的方式进行。诗词飞花令、听音乐猜曲目、当“购
物达人”……贴近生活、充满趣味的测试激起了孩子
们的求知欲，大家怀着新奇的心情，争相采摘知识的
果实。

无纸化测试是落实国家“双减”政策的配套措
施。2021 年 11 月，《海南省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印发，其中
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如今，无
纸化测试已经在我省城乡小学展开。教师不再通过
纸笔考试给学生打分，而是将考核内容融入游戏，不
但要求考生会写、会算，还要会听、会说、会唱等；学生
得到的评价不是单一的分数，而是以星星代替，淡化
了分数差异，减轻了应考压力。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
行多维度考查，可以引导学生学以致用，让知识鲜活
起来，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个
性成长和全面发展。

或许会有家长认为，不考试怎么知道孩子对知识的
掌握程度，岂不等于开盲盒吗？其实并非如此。教育要
遵循孩子的身心发育规律，讲究循序渐进。一二年级的
学生年龄尚小，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习惯是这一阶
段的教学重点。无纸化测试正是基于学科特点和学生
成长规律，寓考于乐、寓学于乐，涵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
力。广大家长要读懂领会“双减”政策精神，对孩子怀有
合理预期。如果操之过急，一味盯着成绩看，反而容易
以偏概全，忽视孩子的整体学习情况和个人综合素质，
难以给予孩子积极正向的引导。

“无纸”只是形式，而非目的。应当看到，相比纸笔
考试简单划一的评分规则，无纸化测试的考核元素多
元、灵活，不设统一答案，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如果流
于形式、舍本求末，不但起不到应有的考查作用，反而
会对教学活动形成误导。这要求学校和教师从遵循教
育规律、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高度，对无纸化测试
给予重视，设计出更多既让学生喜爱，也让学生受益的

“考题”。在看到无纸化测试给予教师更大自主权的同
时，也要看到无纸化测试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挑战。在
全面推行无纸化测试过程中，需要对薄弱环节给予更
多关注。比如，在一些乡镇小学，师资力量有限，开展
无纸化测试会面临一些困难。对此，教育部门要提前
介入、摸底考察，建立帮扶机制，引入优质师资，助其补
短板、强弱项。总而言之，无论任何形式的考查，关键
都在于全面、客观、系统地衡量教学效果，并为进一步
改进教学方法提供参考，使教学活动更加符合教育规
律、满足社会预期、契合时代要求。

无纸化测试不等于不考查，更不等于不学习。学习
重在过程，重在积累，重在实践。因此，要围绕真实性评
价、过程性评价、全科评价、全学段评价等改革突破口，
用好无纸化测试这种全新形式，以促进形成良好教育生
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

1月10日，“肯德基盲盒二手价暴涨
八倍”消息冲上热搜。记者了解到，肯德
基近日推出与泡泡玛特联名款盲盒套
餐，该套餐主要在一线、二线城市限量出
售，引发了一波“抢购潮”。有人花费万
元购买众多套餐，却根本吃不完。与此
同时，在二手市场上，该盲盒价格飙升，
有网友因此质疑肯德基在进行“饥饿营
销”。（1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盲盒经济”持续火爆，“脱
单盲盒”“图书盲盒”“宠物盲盒”等层出
不穷，用盲盒促销也成为不少商家的营
销利器。而当大型餐饮企业肯德基也推
出食品盲盒，则令人担忧。

正如中消协所指出的，肯德基作为
一家餐饮企业，其经营的快餐食品属于
限期使用的商品。按需购买即时食用是
这类商品的特点，通常消费者不会超量
购买，但其此次推出的盲盒一套六款，外
加一款隐藏款，想要完全凑齐，必须购买

一定数量的套餐。一些人为了得到全套
联名盲盒而大肆购买，盲盒里的大量食
物便成了“负担”，有的被送人，有的被丢
弃，职业代吃也借势抬头，喧嚣下的肯德
基盲盒一片狼藉。

爱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
费法》正式实施，划出了防止食品浪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的法律红线。作为进入中国市场多年的
国际知名连锁餐饮企业，肯德基理应了
解并遵守中国的法律规定，也应承担起
节约粮食、倡导良好风气的企业责任。
而利用限量款盲盒促销手段，诱导并纵
容消费者非理性超量购买食品套餐，有
悖公序良俗和法律精神。

诚然，在全球经济下滑、企业利润下
降的情况下，此次肯德基进行盲盒营销
是一种新尝试，但“引客”“留客”也好、

“饥饿营销”也罢，以不珍惜食物、诱导过

度消费为“内核”的营销手段，或许可以
在短时间内获得“流量密码”，拉动销售，
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美誉度却将下行，
非长远之计。

爱惜粮食、节约资源是现代社会的
文明潮流，也是公民责任心、公德心的
具体表现。反对食品浪费，要从每一个
企业、单位及个体做起。职能部门要
加大宣传，严格执法，督促食品行业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餐饮业经营者、从
业人员也要提高社会责任感与科学管
理水平，采取有力措施，妥善处理好食
品制售过程中的生产、营销及处置问
题，最大限度地减少食物浪费。广大
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破除讲
排场、比阔气陋习，共同抵制盲目消
费、冲动消费、超额消费等不良消费行
为，形成以节约粮食为荣、以铺张浪费
为耻的社会风尚，让我们的社会更文明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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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一诺安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杨华荣）法人章、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澄迈福山养牧农家有机肥厂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张涛货物运输部（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U0JLE37）遗失公
章 一 枚 （ 公 章 备 案 号 ：
46900300056130），声明作废。
●刘丕凯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
岸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碧海花园3
栋111号商铺，交房收款流程表交
接单收据一张，票据号：0010686，
金额：3532元，声明作废。
●郭玉爽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清水湾3
号三期K3-503收款收据三张，系
统 票 据 号 ：0007630（金 额 ：
100000 元）、0007773（金 额 ：
871675元）、3000234（金额：2300
元），声明作废。
●五指山鸿发种养专业合作社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872801，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德景轩小吃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786887，现 声 明 作
废。
●海口青木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因公章、财务章变形破损，现声
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

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经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

息 公 告 ，详 见 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联系人：任

晨鑫，电话：0898-88832621。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海南博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时光背后咖啡屋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64297，声明作废。
●海南宇诚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及（麦海勇）
法人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简二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00319811067647，特此
声明。
●三亚逸庭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陵水珍海凌医药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吴珍、张文康遗失东方市东方·万
悦城万达广场项目1#商务楼6层
1-626商品房交款收据二张，收据
编号：0001599，金额：811828元；
收据编号：0001548，金额：2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林晓屏不慎遗失准迁证，证号为：
琼准字01202736号，声明作废。●海南心悦养怡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琼海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690023
24070187D，特此声明作废。●徐萍不慎遗失海南省交通规费
征稽局海口分局的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证，执法证号：46013054，特
此声明。

●鲁思思（于2022年1月4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21002198412091446，特 此 声
明。
●海南凯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MA5TYAQ192，声
明作废。
●海南海仕通船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3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办事处
五贤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慎将海口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青年分社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6410002642601，声明作废。
●海口金典食品有限公司海口椰
海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T1M1L6X）遗 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海南鑫豪诚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7TMK3J）遗 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声明
作废。
●琼海潭门翰霖手机店遗失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开具
的购机押金资金往来专用收据两
张，收据金额均为：2000元，收据
编号：4008531、8134707，声明作
废。

解除股权托管登记公告
经海南申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一致决议：公司改制为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更名为海南申

亚实业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12

月29日完成企业名称变更核准。

因此，决定于2021年12月29日解

除在海南证华非上市公司股权登

记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托管登记，并

声明全体股东存单作废。特此公

告。 海南申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遗体认领启事
陈红，男。流浪人员病倒街头被公

安部门送至儋州市西培农场医院

救治，2022年1月5日因病情恶化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情者从

本启事发布之日起30天内与儋州

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无人认领，

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妥

善处理后事。联系电话：0898-

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声明
海南三条鱼跨境电商有限公司于
2021年9月2日遗失公司公章，如
有人在该公章遗失期间使用其签
署了合约、合同，请自该声明见报
之日起45天内持合约、合同到本
公司由法定代表人林伟波补签字，
如逾期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
约、合同，本人不予认可，特此声
明。 法人：林伟波

2022年1月11日

减资公告
海南途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MA5RC

TFE5D）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万宁千家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遗
失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龚明月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一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6栋1505
房，收据编号为：0001229，金额：
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感城希杰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1958117，声明作废。
●东方感城小霞沙县小吃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71954987，声明作
废。
●东方八所志桂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1720317，声明作废。
●洋浦承运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5RGL
JT30）不慎遗失公章和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兴加村民委员会
陈北坡村村民小组遗失海南澄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江
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4454603，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招租
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

写字楼出租。电话：15595638805。

共享办公空位招商
联系电话：18308907533。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先生，电话：13853660113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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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声 明

招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椰海家园项目位于椰海大道北侧，西临凤翔公园，项目于2016
年6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对1#、5#、6#、7#、8#、9#、
10#楼商业部分一至三层进行变更，拟变更内容为：一至三层商业
平面布局调整，取消P轴～T轴交7轴二至三层商业的自动扶梯，原
J～L轴交1～2轴位置新增一部观光客梯，原31轴交C轴位置增加
一部电梯，部分电梯及楼梯位置调整，原28～29轴交F～H轴位置
墙体向西移动1.4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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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至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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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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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椰海家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长影环球100宝龙城S-04地块项目位于椰海大道与长滨路
交汇处，项目已于2018年批复，现根据建设单位申请，拟进行如下
规划变更：1.S01#-S08#商业楼局部集中增加强弱电间（井）、水表
间、消防排烟井、排风机房等；2.补充S07#、S08#商业楼出屋面楼梯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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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至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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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影环球100宝龙城S-04地块项目

建筑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2年2月14日上午10时至2022年2月15日
上午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
auction.jd.com/haiguan.html）进行现状净价拍卖：

1.麦亚芝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名下罚没的涉案铺面临高县人民
医院1号楼3号铺面、临高县人民医院1号楼4号铺面。

2.麦亚芝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名下罚没的涉案房产海口市美兰
区国瑞城铂仕苑二单元1902房。

特别说明：上述铺面、房产未办理房产证。竞买人需自行向相
关部门了解能否办理产权过户登记。

展示时间：2022年2月10日至11日。
竞买人须登录注册京东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

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5607579889，联系人：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113期）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0107拍委3号

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

财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委会

罗辛坡面积为40579.9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参考

价：967.1686万元，竞买保证金：193.4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

下：拍卖时间：2022年1月28日10：00。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标的展示及办理相

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月27日17:00止。报名

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缴

纳保证金时间：以2022年1月27日12:0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账号：1010 8988 9001 2145。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2021〕琼0107拍委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纳）。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

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