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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政策尽快化作稳经济的好效果
■ 孙飞 印朋

预付式消费陷阱
何以成顽疾

■ 潘铎印

草木亦有情 管理须共情

别让“增高针”揠苗助长

图
说
辣
论

近日，“9岁女孩为增高打性
抑制针半年花十万”的话题登上
微博热搜，再次将生长激素与家
长对孩子的身高期待摆在大家面
前。但事实上，所谓“增高针”并
非人人适用，正如专家所说，“增
高针”所含有的生长激素是一种
处方药，对症下药才有效果。如
果给生长发育正常的孩子补充生
长激素，就如同揠苗助长一般，反
而会适得其反。

想让“增高针”回归治病本身，
而不是陷入“身高焦虑”的滥用轨

道，医院和家长必须共同做出改
变。首先，家长要保持理智，不能
盲目听信无良机构对生长激素的
大肆鼓吹，梦想给孩子“定制身
高”；必要时通过正规医疗机构做
出科学诊断，综合判定是否真的需
要通过注射所谓“增高针”来治
疗。其次，医院和医生必须守住医
德底线，不能被利益驱使，不滥用
生长激素、不超范围使用。与此同
时，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对于不
按身体指征乱开药的医生，应该严
肃追责。 （图/吴之如 文/李萌）

■ 魏燕

“卡还在，店没了！”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周鸥，于今年
年初在一家健身房花2000元办了一张年卡。之所以选择
年卡，是因为商家承诺办年卡“买一年送一年”，没想到办
卡不到两个月，店就“撤”了。（5月18日《法治日报》）

所谓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向商家支付一定
资金，然后按次或按期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方式，主要
存在于健身娱乐、教育培训、美容美发、家政服务、装饰装
修、共享单车等行业。一直以来，预付式消费“爆雷”事件
屡见报端。商家“卖卡”，收了预付款后，没有提供完整服
务便“关门大吉”。更有一些不法商家利用预付式消费

“空手套白狼”，只为“收割”消费者预付款，严重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破坏市场正常秩序。

预付式消费“跑路”何以成顽疾？因为预付式消费
市场管理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监管职责边界模糊，部分
行业还存在监管空白，对于商家的资金使用情况未能
进行有效跟踪监管。而维权成本高、程序复杂等多种
原因，导致消费者大多自认倒霉。此外，违法成本低，
惩戒机制未发挥作用，也是预付式消费陷阱层出不穷
的原因之一。

按理说，运行顺畅的预付式消费，对于买卖双方而言
应是“双赢”。对商家来讲，通过预售消费卡不仅可以最
大效率使用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也能锁定客源，稳定预
期；消费者办卡亦能获得一定实惠，降低消费成本。但从
实际情况看，预付式消费模式却成为一些商家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工具。

预付式消费陷阱成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的
不稳定因素，必须进行有力监管。首先，应完善相关立
法。应明确预付式消费范畴、发卡单位资格、发卡方
式、发卡数量和金额、资金监管等内容，从准入条件、经
营要求、操作规范、资金监管、维权救济等多个维度，对
预付式消费进行规制，明晰各监管部门权责范围，加大
对“跑路”商家的惩治力度，为预付式消费健康发展提
供法治保障。

其次，应健全管理制度。应加强多部门间的协调配
合，结合预付式消费特点，建立全面系统的预付式消费监
管体系，使预付式消费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均能得到有
效监管。有的地方对经营者进行备案，要求其按照一定
比例存放资金，或提供第三方担保，并探索建立预付式消
费模式账户监管制度，确保消费者预付资金安全，这一做
法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信用制度。信任是维系预付式
消费模式的纽带，失信是诱发行业发展弊病的根源。建
立健全信用惩戒机制，将预付式消费领域的不诚信经营
者及主要负责人纳入“黑名单”，提高失信成本，让失信人
付出代价，能够起到惩前毖后的效果。

锐评

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部分
地区生产一度按下“暂停键”，一些
重点产业稳定运行面临压力。关
键时刻，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
列稳经济的好政策。各方要在抓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尽力提供更加
精准的服务，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
境，更好地抓好政策落实，让企业
有干劲有冲劲有后劲。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是一次大考。要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
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慎
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与此
同时，让政策更发力，要稳定企业
生产经营，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在中央出台大力度稳经济政
策下，各地也在加快行动。北京
今年 4 月推出帮扶企业 18 条措

施，建立了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协
调机制；上海建立了重点企业“白
名单”制度，有序推进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深圳搭建起多层次纾困
补贴政策体系，减轻市场主体负
担……各地近期纷纷出招，让纾
困政策更快直达市场主体。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骨干企业是其中的关键
节点。要支持发挥骨干企业在产
业链条中的核心牵引作用，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让机器
动起来，让车间响起来，带动上下
游中小企业复苏。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要精准
打通“堵点”。企业恢复生产、稳
定经营涉及方方面面，从疫情防
控相关问题，到交通和吃饭问题，
再到产业链的协同问题，不同地
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往往诉求不
同，要因需施策、优化方案，充分

发挥信息化平台作用，搜集企业
诉求，注重服务精准有效、落地见
效、发挥实效。

打好政策“组合拳”，降成本要
作为重要发力点。本轮疫情对一
些地区经济运行带来影响，部分行
业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面临不少困难。缓缴或减
免社会保险费，缓缴或降低住房公
积金，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纾困实招
频出，为企业雪中送炭。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
会发展，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
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各
地各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
实，把好政策化作真效果。在做
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要多一些主
动服务、上门服务，为企业带来更
多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遗失声明
海南未来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
TPPTK5B）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中关数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冯曼），现声明作废。
●罗宽联、罗宽才、罗蕃郁、罗宽
良、罗宽安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临）建字第
469005202000002号，特此声明。
●海南新浪彩通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JR6830）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儋州海花东岸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T2P6W1Y）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徐秀花）法人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区杨艳春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2016107，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盛群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60051346，声明作废。
●海南圆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万康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CF5L09）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60050144，声明作废。
●屯昌县司法局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0005701，
声明作废。
●吴定坚不慎遗失被淘汰渔船琼
儋渔43046号渔业船网工具指标
批准书，编号：（琼儋）船网〔2021〕
Y—000064号，声明作废。
●海口振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地税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慎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屯昌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2970401，声明作废。
●邢诒联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琼山
区凤翔街道办大园社区向阳里5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市土
宅1994国用（清）字第00033号，
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海南金泰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万元）于2022年4月16日股

东会议决议同意进行分立，为存续

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海南励

全药业有限公司为新公司（注册资

本100万元）。分立前原公司的利

润、债权、资产等归存续公司所

有。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存续

公司债权人可以书面提出清偿债

务等义务，逾期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联系人：谷焱18789781081

公告
郭仁能：你从2022年4月4日起连
续旷工至今，请你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5天内回单位报告个人事项；
如逾期不回，我单位将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的规定对你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海口市万绿园管理处
2022年5月19日

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
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51119），逾期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6月28日上午九点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8日

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8月3日
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审理，如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8日

公告
海南蓝悦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冯泓谕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595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8月2日
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审理，如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8日

公告
海南呀府呀府装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芳娓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59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售秀英西城一号精装4房
建筑面积111.8m2，203万元。
18389771271 石先生

公告
海南深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谢景煌与你单位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130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海南白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20783002，现声明
作废。
●杜坚2022年5月17日不慎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102196801153371，特此声明。
●刘琼琳2022年5月17日不慎遗
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40804196805142021，特此声明。
●王艳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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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栋1606
房，收据编号：DF0003093，金额：
27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王艳旨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张，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9904023844，特此声明。
●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
食堂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01061939497，现声明作废。
●海南铭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MA5RF6CPXN）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钻盈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HB
N691）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海口琼山柒柒吧音乐吧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TE4601101300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通知
请原白沙农场秦文豪、李健玲、许
小丽、李观燕、符岩玉、黄海英、黄
新妮、李春花、梁崇艺、兰舜垅、王
菊兰在2022年5月31日前，到我
司或致电我司落实相关事宜。联
系人：柯先生，电话：27724667。
特此通知。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解除土地出租协议的通知
刘明星、侯清亮：我与你俩于2015
年 11月 25日签订的永庄村博古
地《土地出租协议》，因你俩未按合
同约定缴纳租金，已构成违约，现
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出租协
议》，特此通知。

通知人：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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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 1880892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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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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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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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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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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20519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30日上
午10:00至2022年5月31日上午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按现状公开
拍卖：罚没的涉黑涉恶团伙涉案财
产：手机一批（12部）。
展示时间：5月26日～27日。
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
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
话：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减资公告
海南宏锐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M36
RXA）经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
民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出 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文昌市和平南路14号1幢出
租，976.19平方米。联系人：冯先生
18689986863，王女士18789575
377，监督电话：400-6690705。

广告·热线：66810888

房屋租赁招标公告
一、竞租原则：本着“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维护出

租及承租双方利益，平等竞争。二、竞租标的：本次竞租标的为文昌市
房产管理中心名下的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16、17号楼房（原恒兴超
市）。该幢楼房铺面双面临街，主街道铺面长20.50米，横街铺面长45
米。边邻文城镇第一农贸市场，交通便利、属文城镇中心黄金位置，该
房屋建筑结构为钢混三层，总建筑面积 3560.23 平方米。一层
1131.30平方米，二层1217.3平方米，三层1211.63平方米。三、租赁
期限：中标后租赁期限为十年。四、竞租标的底价：该标的底价为每月
租金人民币269400元（大写：贰拾陆万玖仟肆佰元整）。五、竞租方
式：本次竞租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最后以出价高者中标。六、报名时
间地点及要求：（一）报名时间：2022年5月20日～2022年6月2日
17:30止。（二）报名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文昌市文城镇和
平南路13号。（三）报名要求：投标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
代表身份证；个人参与竞租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如委托代理的须提
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四）交纳竞标保证金：竞标人应向招
标方交纳30万元保证金。（五）签订《竞租协议书》。七、竞标时间、地
点：（一）时间：2022年6月8日10:00。（二）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
心。八、联系人及电话：伍春晓：13976367358；林荣：13078958090。

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 2022年5月19日

大华·锦绣海岸G12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项目于
2019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该项目通过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
评审并经海口市住建局审查同意，装配面积为22569.13m2。可奖励
建筑面积677.0739m2，整个项目奖励装配式建筑面积由3180.29m2

调整为3857.36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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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至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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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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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华·锦绣海岸G12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2022年海口市美兰区公开招聘
卫健系统事业编制人员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卫健系统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共49人，招聘人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人员。
报名时间：2022年5月27日8:00～2022年6月7日17:00

（周末、节假日正常报名），逾期不再受理。报名网站（https://
www.qgsydw.com/qgsydwzp/2022/hain/02hkml）。招聘
岗位、资格条件、具体要求及工作流程详见海口市美兰区政府门
户网（网址http://mlqzf.haikou.gov.cn）公布的招聘简章。

咨询电话：0898-65374500
海口市美兰区卫健系统公开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5月18日

海南国贸物流有限公司30.78%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5HN011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国贸物流有限公司30.78%
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国贸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
26日，注册资本13500万元，截至2021年5月31日，公司总资产评
估值为8864.41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1.2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8863.21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保税物流中心经营、保税仓库经营、
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等。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正理评报
字〔2022〕第003号）。二、挂牌价格不低于2729万元。三、公告
期：2022年5月19日至2022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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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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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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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5月19日

近日，杭州“西湖柳树移栽事
件”颇受关注。出于景观提升改
造、道路铺装改善等原因，杭州西
湖风景区将西湖边的 7 棵柳树移
走，换成月季花，引发多方质疑。
为此，杭州市召开民意恳谈会并公
开致歉，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也
表示，将在尊重专家、市民等各方
意见的基础上，挑选高度不高、造
型优美的柳树进行补种。这一系

列积极的反馈举措，受到网友点赞。
因为城市景观树的问题引发

争议，杭州不是第一个。早在 2011
年 3 月，南京为修建地铁，将许多
栽种于 20 世纪中期的法国梧桐移
走，引发市民不满，最终南京市政
府修订了方案，并承诺市政建设

“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
2020 年 10 月，成都桂花巷长了几
十年的桂花树突然被砍掉，引发争
议，面对舆情，当地政府及时叫停
砍树行为，并进行补种移栽；2021
年 5 月，广州因为“道路绿化品质
提升”，将珠江边的百年榕树移除，
引发舆论风波，广州市相关部门多

人因此被问责……众多案例，让人
警醒，发人深思。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城市
道路两边的行道树，不仅点缀了
城市的风景，给城市带来片片清
凉，也陪伴着居住在城市里的人
们走过时间的长河，是一种特殊
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人们的记忆
和情感。南京的法国梧桐、广州
的百年榕树、西湖边的依依垂柳，
无一不是如此。当城市管理遇到
这样的树木，尤其需要审慎对待，
在充分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
民情民意、获得民意支持的前提
下，作出科学的决策，万不可随意

处置、粗暴对待，给城市风貌和市
民情感造成伤害。

城市管理，当以人民为中心。
移树、栽树如此，其他公共事务的
决策也应如此。在现代城市建设
和治理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问题，其中不少会涉及群众的切身
利益和情感。我们常说“老百姓的
事是天大的事”，而认真对待“天大
的事”，就要从移树、栽树这些“小”
事做起，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和呼
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在与群众
的交流互动中寻找问题的最优解，
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提升管理
水平，锻造能力作风，完善决策程

序，尽量避免“拍脑袋”决策、粗暴
管理等行为。唯其如此，才能赢得群
众的尊重和肯定，激发群众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共同参与城市建设。

草木不言，余情长在。“西湖柳
树移栽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城市管
理要充分尊重历史、尊重民意，珍惜
发展中积攒下来的“老宝贝”，留住
城市记忆，守住历史传承。而尊重
历史、尊重民意说起来简单，坚守下
来并不容易。这需要管理者体察民
情、倾听民意，并下足“绣花功夫”，
用精细化、柔性化的治理，让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
更美好。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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