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209万件

农村地区快递业务投递量超 1300万件

快递业务量完成

2504.93万件

同比增长36.58%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5.46亿元

同比增长23.95%

快递业务量收增速分别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16.98个百分点和 10.15个百分点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超 109%和226%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习霁鸿）据省气象台3月22日消息，预计24
日夜间到25日白天，海南岛最高气温或攀升至36℃。

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
北部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3℃～35℃
中部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1℃～33℃
东部 晴间多云，局地有小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0℃～32℃
西部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4℃～36℃
南部 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1℃～33℃

未来3天海南岛最高温或升至36℃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
北部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 29℃～31℃
中部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 29℃～31℃
东部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 28℃～30℃
西部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30℃～32℃
南部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0℃～32℃陆地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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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李丽）为进一步健全司
法便民利民机制，拓展诉讼服务渠
道，3月22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在海口江东新区设立的“24小
时自助法院”正式启用。据悉，这也
是江东新区首家可提供涉外诉讼服
务的“24小时自助法院”。

据了解，海南一中院新设立的
“24小时自助法院”位于海口市白驹
大道，可为当事人提供自助立案、卷
宗查询、诉讼费计算、联系法官、诉状

自动生成、诉讼风险评估、参考案例、
诉讼材料递交、材料打印、诉讼文书
送达等10余种自助诉讼服务，当事
人带身份证即可办理。

为了方便当事人办理业务，“24
小时自助法院”还专门设置了诉讼服
务操作指南，海南一中院对自助法院
的各项服务功能也都拍摄了短视频，
并配备了英文翻译，方便国内外当事
人参照操作，现场还留有服务咨询电
话号码，当事人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如
遇到问题，可随时拨打问询。

海口江东新区开设
“24小时自助法院”

可提供涉外诉讼服务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彭
信翔 符陈斐）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
对位于牙叉镇桥北路的县五金公司
商住楼和县商业贸易总公司宿舍楼
实施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工作，此次拆
除建筑面积共计4993.46平方米。

据悉，白沙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征

收拆迁各项工作，在此次拆迁工作开
展前，白沙有关部门多次详细了解两
栋建筑物内民居、商户搬离情况和存
在的难点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好房屋
征收政策的解释工作，取得了住户、
商户和周边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推动
了本次征收拆迁工作有序进行。

白沙持续开展
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工作

3月22日，在海口市北
胜农贸市场，市民在选购新
鲜的平价蔬菜。

据了解，2022年，海南
将持续强化保供稳价，压实
“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从
产、供、销、储各环节协同发
力，打造“菜篮子”供应保障
体系，建设农光互补蔬菜大
棚4万亩，全省蔬菜平均自
给率达60%。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多措保障
“菜篮子”供给

前2月海南农村快递业务量井喷
较上年同期增长超109%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
讯员胡小曼 于祥汝）2022年1月至2月，
海南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
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8.19亿元，同
比增长18.78%；业务总量累计完成6.06亿
元，同比增长18.29%。其中，快递业务量
完成2504.93万件，同比增长36.58%；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 5.46 亿元，同比增长
23.95%，快递业务量收增速分别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16.98个百分点和10.15个百分
点。全省邮政快递业继续保持“开门红、开
门稳”的良好发展态势。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3月22日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的。

前2月，全省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3
个方面的亮点：

农村地区业务规模井喷式增长。随
着海南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若干
措施的制定出台，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
系建设步伐加快，邮政快递服务网络“双
下沉”，全省超90%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
务渠道覆盖，城乡双向流通寄递渠道更加
通畅。1月至2月，全省农村地区快递业
务量达209万件，农村地区快递业务投递
量超1300万件，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超
109%和226%。全省超过2/3的市县快
递业务量收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三亚
市、澄迈县、东方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临
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等9个市县快递业务量同比增幅均超

45%，全省快递业务增长呈现全面开花的
可喜态势，乡镇和农村地区快递经济发展
活力显现。

“度假旅游+寄递”模式支撑带动。
元旦、春节等期间，海南全域旅游带动离
岛免税商品、海南特色旅游产品、手工艺
品等销售火爆。省邮政管理部门加强指
导，多家邮政、快递品牌企业“春节不打
烊”，通过驻点各大旅游景区商圈，精准对
接免税品经营企业、上游商家，增加人员
储备、扩充处理场地、投入智能设备、动态
调控干线网络保障足够运能，为广大消费
者提供品质化、智能化、绿色化、便捷化的
寄递服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
和特色商品寄递业务开年即现“小高峰”。

“农特产品+寄递”产业赋能明显。
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快发展，各类农
特产品线上销售火热，在省邮政管理部门
引导下，邮政、快递企业积极创新服务模
式，配合农特产品寄递需求，通过与农业
合作社、相关农特产品公司等开展合作，
利用驻村设点、入园驻点等多种模式，灵
活设置收投点，并通过价格保障、冷链保
障、售后保障等，将海南圣女果、地瓜、马
鲛鱼、小银鱼、沙虫、椰子油等海南特色农
特产品广销全国，为推动海南农特产品销
售赋能增效。

下一步，省邮政管理局将不断提高行
业服务质效，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现场随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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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生产基地，在东方市
大田镇不在少数。大田镇动员“翅膀硬了”的
打工能人“飞”回来，为他们“反哺家乡”扎下根
做好服务，使全镇约两万名农村劳动力成为发
展劳务经济的生力军。（3月22日《海南日报》）

大田镇的劳务经济实践，经历两个过
程：第一是输出，就是利用该镇拥有大量农
村劳动力的优势，组织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学
技术、增收入、见世面；第二是输入，就是动员
打工能人带着技能和资金返回家乡，以创业
带动更多就业。

如何看待打工能人回流现象？从市场经
济角度看，大田镇许多打工能人“走出去”和“飞
回来”，是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辩证地看，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可能
导致土地撂荒，但也为农村土地实施适度规模
经营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打工能人“反哺家
乡”，又会推进“空心村”实心化，为乡村振兴提
供更多产业载体。大田镇打工能人创建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让很多农民成为劳动能手、生
产骨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可见，打工能人

“飞回来”，提升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效
率，发挥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怎样吸引更多“翅膀硬了”的打工能人“飞”
回来？讲奉献固然重要，但仅靠“回报家乡、建
设家乡”的口号远远不够，关键在于为打工能
人“反哺家乡”持续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首先，要借鉴“跟班学习”经验做好农村劳务输出。我省农
村劳务输出目的地主要是发达省份，发达省份的产业发展水
平相对成熟，不仅为打工者提供了就业增收的岗位，更是提供
了学习生产技能和管理方法的机会。运用“跟班学习”的经
验，可以有针对性地输出和管理。比如，侧重发展农业的市县
的劳动力可以派往内地农业大省，侧重发展工业的市县的劳
动力可以派往内地工业大省，并定期组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其次，要借鉴招商引资经验对接好、服务好、培养好打工能
人。很多打工能人在外打拼，掌握了技能、开阔了眼界、积累了
财产，具有投资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怀和资本，要把他们作为招
商引资的重要服务对象。例如，赴外地务工的能人符贤是大田
镇乐妹村人，在时任乐妹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联春等干部的引导
和支持下回村发展兰花产业。依托海南大学定点帮扶的人才
优势和科技支撑，符贤成长为种植兰花的“土专家”，并获评东
方市第一届农村实用系列“十佳致富带头人”。把打工能人当

“宝”似的做好服务和培养，何愁乡村振兴没有“双带”能人？
再次，要注重从打工能人中选拔人才。在基层公务员招

考和村干部选任中，要敢于破除条条框框束缚，重用有丰富实
战经验的打工能人。

“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强调的正是环境的重要性。吸
引更多“翅膀硬了”的打工能人“飞”回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
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高扬人才的社会价值
和个体价值，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引进、培养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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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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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
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
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
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在2022年春
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年轻干部提出明确要求，
语重心长的一席话，饱含殷殷期待，
促人深入思考。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
易染者莫如欲。”心，思也。“心中贼”

就是对事物认识的各种思想偏差，
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贪欲。一个
人心中想什么、怎么想，往往影响和
决定着做什么、怎么做。

“心中贼”是个可怕的东西，它会
到处捣乱。有一种说法，叫做“有贼心
没贼胆”，其实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
性。事实证明，倘若心中有“贼”，则容
易灵魂被“俘”、思想被“腐”、气节被

“劫”、情怀被“盗”；倘若“贼心”不死，
轻则变得偷偷摸摸，干些见不得人的
事，重则发展到自毁前程、害人害
己。一些“东窗事发”的腐败分子不
约而同地自我解剖：在与形形色色老
板的接触中，内心逐渐失衡。“为什么

我这么努力却过得清苦？”“凭什么老
板们赚钱那么容易？”类似问题堆积
久了就会变成心魔，进而不断侵蚀着
思想防线。欲望太强，会让人心烦意
乱，直至扭曲变形、堕落变节。应当
清醒认识到，年轻干部相对涉世不
深，欠缺经历和经验，更容易被“贼”惦
记、被“贼”光顾。因此，防“心中贼”、
破“心中贼”更加紧要。

破“心中贼”，重要的是勇于跟
“贼”搏斗，直至将其从心中赶出去。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难免有“心门”
没关严关实的时候，都或多或少溜进
过“贼”。心中有“贼”不可怕，可怕的
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更可怕的是

任其潜滋暗长、恣意妄为。应当保持
警觉，经常注意“捉贼”，勤掸“思想
尘”，及时进行思想“大扫除”。内心
干净、透亮，“贼”便无立足之地。如
此，“歪点子”“坏办法”“馊主意”就没
有藏身之地，私心杂念、贪欲就没有
滋生蔓延的条件。

破“心中贼”，根本在于心正、守
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
天下平。”有大目标、大追求，笃定前
行、矢志不渝，关好自己的“门窗”，
才能不给各种“贼”任何可乘之机。
心正、守正，也就没有破不了的“心

贼”。古人言：“寡欲以清心。”少一
点私心杂念，则多一份公而忘私；少
一点个人欲望，则多一份超然洒
脱。要让心灵成为清静自在的乐
园，而非欲念深重的泥潭。从某种
意义上说，少私寡欲是一种境界，也
是一种修为，更是破“心中贼”的重
要法宝。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心中贼”是每名年轻干部必须时
刻警觉并努力驱赶的“魔”。广大年
轻干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增强本
领，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方能成为
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转载自3月21日《人民日报》）

年轻干部要筑牢思想防线
■ 徐文秀

针对网络消费乱象，最高人
民法院近期发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以下简称《规定》），于 3 月 15 日
起施行。《规定》第一条开宗明
义，宣告五类屡禁不绝的“霸王
条 款 ”无 效 ，包 括 收 货 人 签 收
商 品即视为认可商品质量符合
约定。

签收即视为商品质量合格？
拆封就不能退货？赠品可以免
责？随着《规定》的施行，解决这
些问题都有了法律依据，也意味
着此前一些网购“潜规则”失去了
生存土壤。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的快速
发展，网上购物成为大众生活的
重要选项。足不出户，在手机上
轻轻一点，即可完成下单，而后坐
等商品送上门，实在方便快捷。
然而，时下一些电商平台奉行一

项“潜规则”：签收即认可。隔着
屏幕的电商商品毕竟不同于眼前
看得见摸得到的实物，消费者只
能远观，不可近距离鉴别，有的商
品质量难免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存在差距，于是退换货也变得较
为常见。而为了规避因为消费者
退换货导致的成本增加等风险，
有的电商直接规定“签收即认可”
的霸王条款，任凭消费者为维权
磨破嘴、跑断腿，商家“我自岿然
不动”，一概不予理会。

“签收商品就认定产品质量
合格”的说法，表明了经营者拥
有单方面的解释权和最终解释
权，就好比一些实体店铺标榜
的“货物离柜，概不退换”一样，
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不公平的
格式条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采用网
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须
说明理由。商家将签收商品与
质量合格画等号，单方面制定

规则，不仅损害交易公平，侵犯
消费者合法利益，也有悖于现
行法律法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破除“签
收即认可”潜规则，亟须法律出
手。在网络消费日益成为大众基
本消费方式的背景下，从解决退
货难、乱承诺、承诺不落实问题，
到规范网络促销行为；从斩断刷
单、刷评、刷流量等“黑灰产”链
条，到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无不
关系亿万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与
时俱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其
纳入法治轨道，才能更好地为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此次

《规定》直指网络购物中的痛点，
明确“签收即视为商品质量合格”
格式条款无效，为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司法支持。
相关部门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
用法治的利器向“霸王条款”说
不，同时助推网购市场良性发展，
促进企业、商家在制定相关条款
时必须有法律依据，从而做到依
法经营、守法经营。

隐私条款莫隐晦

图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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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满屏APP，安装APP
时需要阅读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
策”，让不少人傻傻分不清。长达万
字、大量术语、条款复杂……不少用
户反映，对密密麻麻的“用户协议和
隐私政策”从未做到全文通读，更谈
不上理解了。

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
本是对开发者和用户双方权益的
界定和维护，只有建立在双方充分
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出应有作
用。然而，有的APP开发者为规避

自身责任，玩起“障眼法”，在条款中
隐含剥夺用户正当权益的内容，给
用户后期维权埋下“陷阱”。

对此市场乱象，相关责任方、管
理方不能等闲视之，要从法规制定、
市场监管以及平台把关等方面发
力。在完善法律规范的同时，加强
市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形成震慑
威力。平台方也要为用户当好“守
门员”，将涉嫌侵犯用户合法权益者
剔除出场，共同为用户营造一个清
朗的网络环境。 （图/王铎 文/韩慧）

破除“签收即认可”潜规则
■ 潘铎印

来论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2022年1月至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