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底2610个村邮站覆盖全省

村民：足不出户收寄邮件

头条 评论

蓝翔校长超生问题何以10年查不清？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薪京

治治烦人的“电话广告”

□王志勇

蓝翔校长荣兰祥再爆“强”人
之处：其妻孔素英承认与荣兰祥生
育了4女2子共6个小孩。有网友调
侃，超生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
蓝翔。华商报记者致电山东、河南
两地计生委询问荣兰祥是否存在超
生 ， 但 得 到 的 回 应 多 是 “ 不 清
楚”，只有济南天桥区人口计生委
某 科 室 称 “ 应 该 是 在 调 查 当 中
吧”。（10月25日 《华商报》）

从部下殴打岳父，到拥有多张身
份证，再到如今被曝超生，光环退去
后的荣兰祥可谓问题缠身。作为一
个存在如此多问题的人，居然连续当
选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并且还是济南市天桥区政协副主席，
真是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毕竟，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社会的精

英，本应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政
策，像荣兰祥这样一边超生，一边又
是全国人大代表、区政协副主席的当
选，实在有悖起码的公平公正。

荣兰祥的情况并非个案，这些
年，名人超生几乎成了一种风潮。
当然，相比有些人的大大咧咧、招
摇过市，荣兰祥还是很小心的。按
照孔素英的说法，除了大女儿单立
户口以及她户口下的两个孩子外，
其他子女都挂在荣兰祥二哥的户口
下，荣兰祥单独的户口本上就没有
子女信息。这些无疑会增加审查、
发现问题的难度，但并不是说全无
蛛丝马迹可寻。

更何况，早在10年前，荣兰祥参
加天桥区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就曾
被举报超生，当地计生委也做了专
门调查，可为何最终却不了了之，没
有处理结果呢？甚至在其妻孔素英
自曝与荣兰祥生育 6 个子女后，山

东、河南两地的计生部门依然迟迟
没有行动，既不抽调人手认真去查，
也不及时对外公布相关信息、回应
质疑。哪怕媒体都找上门了，也要
么以“不清楚”进行搪塞，要么模棱
两可地表示“应该是在调查当中
吧”，直看得公众一头雾水。

凡此种种，给人的印象是，荣
兰祥超生案拖到今天，是荣兰祥隐
藏得太深，还是有关部门压根儿就
不想查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
能因荣兰祥来头大，而其一手创办
的蓝翔技校又是当地的一面旗帜、
一块招牌，就可对其网开一面。

问题是，这种态度已经涉嫌到
行政不作为，不仅没能“帮助”荣
兰祥躲避舆论监督，反而将地方政
府自己也推上了风口浪尖。蓝翔校
长超生问题何以10年查不清？相关
政府部门还是尽快展开调查，给社
会一个明确的答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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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农家书屋共建的这一
特色新模式外，记者还了解到，山
椒村邮站已接入网络提供服务，在
保障各类邮件报刊投送到户和代
售邮票的基础上，也实现了代缴电
费通信费、小额助农取款、代售机
票及邮乐网代购等服务。

“现在方便多啦，出家门口就
能交上电费和话费了。”前来交电
费的梁大爷告诉记者，在村邮站投
入运营前，他们需要到一公里外的
网点去交电费，有时从上午排队，
到下午还不一定能交上，现在完全
不同了，不仅少走了“冤枉路”，也
节省了时间。

同时，记者从现场邮政部门人
员处了解到，山椒村邮站平均每月
代缴电费约50多笔，代缴通信费
约40笔，交易金额达8600多元。

目前，山椒社区居民达3700
多人，其中菜农有280户。据现场
邮政部门人员介绍，除了购买品
种，菜农们还可通过邮乐网外销农
产品。该社区现在主要种植的蔬
菜包括韭菜、地瓜叶及白菜等，菜
农们之前接到订单后，需将蔬菜运
送到三四公里外的邮政网点，如今
产品只需运送到村邮站即可外销，
不仅提供了便利，也节省了菜农的
开支。

■目前15市县完成村邮站建设任务，村邮站与农家书屋共建成亮点 ■村民大赞：在家等邮件、快件，不再跑“冤枉路”节省了开支

“之前从没想过足不出
户就能取到快件。”25日上
午，海口城西镇大样村邮站
内，村民王女士感叹着村邮
站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
解到，我省目前已有15个市
县完成了村邮站建设任务，
年底将建成2610个村邮站，
实现全省行政村100%覆盖
（三沙市除外）。

□南国都市报记者姚传伟

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

社会各界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
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
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或12366转2号键
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
海口市城西路18号地税大厦4楼409房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最近参加会议时，一位领导正
在讲话，放在桌上的手机振动了。
他赶紧接听，又马上挂断，解释
说，他的号码是向群众公开了的，
来电不接既怕误事更怕失信，却没
想到打过来的是电话广告。这位领
导说，自从号码公开后，他就经常
遇到这样的情况，很是烦人。

领导干部把办公室电话甚至手

机号码公之于众，方便群众反映问
题，也让自己更接地气，是很好的
事，群众都很支持，也体现了教育实
践活动的成果。本是“群众热线”，
但频繁打过来的广告电话，不仅占
了“民意直通车”的道，还打乱了领
导干部的工作节奏，误时误事。

其实不单领导干部，很多人都
有类似烦恼，手机日益普及后，广

告骚扰便如影随形，让人不堪其
扰。对此，可以安装手机安全软件
缓解。但要治本，目前还存在着找
不到投诉方、找不到管理者的困
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面对相伴
而来的各种新问题，也需要有关方
面多一些与时俱进的服务思维，这
也是一种群众观点。（原载 《人民
日报》10月26日01版）

公平是司法的生命线。十八届四
中全会公报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
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天平，不偏不倚方能人人信服。
司法的使命与天平的精神是一致
的。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司法这座天平容不得随意拨动
和摇晃，否则就会影响案件审判的公
正，甚至造成错案、冤案，影响公民对
法治的信仰。

从查处的情况看，在有的地方、
有的案件中，总有一只“隐形”的手，
在改变天平的平衡，朝着于己有利、
与己相关的方向倾斜，究其根本就是
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其中有一些
与个别领导干部用权力插手干预密
切相关。

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插手个案
的情况并不罕见，甚至还出现了地方
政府发红头文件，要求对某个人从轻

发落这样啼笑皆非的事。透过这些
闲不住的手，我们看到的是某些情况
下权比法大的尴尬，也看到了权力之
手是多么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

让干预司法插手个案留痕有记，
并追究责任，是党针对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现实问题，作出的明确回应和
制度安排。以往权力干预司法的案件
中，为什么领导干部敢打招呼、递条
子，吹吹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记
录在案，没有责任倒查。当这条高压
线立起来并通上电，试图用权力拨动
司法天平的那只手将不得不收敛。

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
导，必然要求防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不能让个别人打着党和政府
的旗号，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
法，否则就是绑架党的威信、败坏党
的形象，损坏党依法治国的根基。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四中全会
设计了更好的“捉手”制度，落实到位，
必将更好地护佑司法天平不倾不斜。

用制度管住乱拨司法天平的那只手

□新华社记者徐扬

大样村邮站内，工作人员正在给
村民办理取件业务。

南国都市报记者姚传伟摄

25日上午，海口地区持续降雨，不
过城西镇大样村邮站却格外热闹，不少
村民都来到这里取自己的快件、信件等。

“以前像这样的雨天，只要有包
裹，我们都要去七八公里外的网点取，
现在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快件，还节
省了时间和开支，这是我们之前从未
想到过的。”王女士说，本来村邮员准
备将快件送上门，不过她家离村邮站
比较近，就自己过来取了。

据海南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朱
经理介绍，中通快递之前离大样村最
近的点是在勋亭路，距村子有七八公
里远，他们现在在村邮站这里设立了
代办点，大大节省了村民取件的路途
消耗及开支。大样村邮站于去年年底
建成，今年4月份正式投入运营。记者
来到村邮站时，村邮员吴淑雄正在对
送达的快件进行登记，记者看到登记
簿上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吴淑

雄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上午8点30分
便到村邮站上班，从今年4月份正式上
岗至今，一天最多的时候，他要跑20趟
给村民们送快递。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大样村邮
站已引入中通与EMS快递代办业务，

“在村邮站设立快递代办点，不仅有助
于推动快件下乡进村，也能让村民享
受到邮政公共服务均等化。”海口市邮
政管理局局长殷雨说，按照省邮政管
理局要求，到今年年底，海口地区的每
个镇都要有一个可搭载快件业务与其
他叠加服务的村邮站。

殷雨还向记者透露，目前海口的
248个村邮站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
在实现普遍服务功能的基础上，下一步
也会大力发展拓展服务功能。除了大样
村邮站的快递下乡进村服务，像遵谭镇
新谭村村邮站，还实现了网上购物与代
收代缴电费等拓展功能。

在了解完大样村邮站的运营情况后，
记者又来到另外一个独具特色的村邮站：
定安山椒村邮站。说它特殊主要体现在
与农家书屋实现共建共管，资源共享。

记者来到山椒村邮站后看到，虽然
外面还在下雨，仍有部分村民利用办理
业务的间隙，坐下来看看书。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椒村邮站内
藏书达2000多本，囊括了科技、生活、
少儿、综合、文化及政经等领域。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不仅是村民，不少学
生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都会到村邮
站来看书，可以说这里成了村民和学
生“新的阅读天地”。

“高峰的时候，一天会有60多名学
生和村民来看书。”山椒社区党支部书
记、主任孙衍雄乐呵呵地说，每当看到
孩子们放学后，来到村邮站看书，他的
心里就觉得非常温暖。

打造村邮站与农家书屋共建模式
阅读高峰学生、村民“挤破头”

村邮站引进快递代办业务
村民激动：从未想过能在家里等快件

村民家门口交上电费、话费
依托村邮站外销农产品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村邮站主要包括基本服务功
能与拓展服务功能。其中，基本服
务功能是村邮站必须承担的服务，
具体包含代售信封、通信邮票、明信
片等。而拓展服务功能是在保证村
邮站基本服功能的前提下，通过信
息化手段叠加收寄包裹、汇兑业务，
代缴水电费、电话费，代售汽车票、
火车票以及飞机票，同时还有农资
产品配送、网购、电子商务及邮政储
蓄小额贷款等功能。“拓展服务是视
各地实际情况适时开展的服务。”省
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强调称。

另外，据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建设行政村邮站1708
个”被纳入省委省政府2014年为
民办实事十大事项之一，截止到今
年9月底，全省已建成村邮站1651
个，完成建设任务的96.7%。

“按照这样的进度，预计到今
年年底，村邮站将覆盖全省行政
村。”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吴铁砚
说，建设村邮站不仅解决了农村
投递“最后一公里”难题，也是邮
政服务“三农”的新起点，在保障
农村通邮、用邮安全便利的基础
上，不断拓宽服务范畴，以更多便
民利民服务，让广大农民群众共
享邮政改革发展成果。

15市县完成村邮站建设任务
年底实现全省行政村100%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