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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头条 评论 □新华社记者陈文广

检察长组局，政法委书记同意，组织

部长、公检法司四长参与，动用公车、消

费5000余元……这是日前湖南衡阳市查处

的“衡山县部分领导换届考察期间违规聚

餐案件”，11名参与饭局的领导干部顶风

“干杯”，最终咽下被问责的“苦酒”。

“换届饭局”并非衡阳独有，曾在四川

南充、辽宁锦州等多地被严肃查处。这些

案件都充分暴露了“换届饭局”对于换届

选举、政治生态的危害。这些饭局被赋予

了隐晦的“圈子”功能，成为搞“团团伙

伙”的重要载体。吃喝之外，下级通过饭

局来结交领导、疏通关系甚至铺就升迁之

路，上级则通过饭局来拉拢下属，获得支

撑，巩固“选票”。一些地方个别官员间以

籍贯、系统等划分亲疏远近，常以“圈

子”作界限，大搞任人唯亲和人身依附。

“换届饭局”确实不管不行。各级党

委、纪委一再严肃换届纪律，对换届歪风

拉起“高压线”，高悬“问责剑”，清除

“团团伙伙”，打破“小圈子”，就是要从根

本上治理“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澄

清政治生态。

今明两年，全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

陆续换届。换届风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换届工作能否有序、健康、平稳进行。各

级党委要明确主体责任，坚决落实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这个根本政治责任，强化换

届纪律的刚性约束，营造选贤举能、任人

唯贤、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对类似“换

届饭局”这样的歪风，务必严查重处，让

以身试法者“自吞苦果”，让心存侥幸者付

出代价，让投机钻营者受到惩戒。

各级党员干部要懂规矩、听招呼、

守底线，自觉遵守换届纪律，服从组织

安排，不搞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跑官

要官、造假骗官、跑风漏气等干扰换届

的歪门邪道，务必以坦荡襟怀面对组织

选拔。

日前，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

《2016年上半年信息分析报告》。该报告

指出，微信购物属于个人私下交易，不同

于一般的网购，不受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保护，建议公众不要微信购物。

微信网购纠纷迅猛增长，体现了微

信营销市场不断壮大，也反映出微信营

销市场鱼龙混杂、侵权行为较多的问

题。然而，面对这种维权需求，目前工

商部门只能将其认定为私人交易，把微

信购物划在消法保护范围外,让人看到监

管的无力。

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

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第三条规定，经营

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从当下微

信网购模式来看，虽然它有别于普通实

体店或电商平台，但其超越私人范畴且

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符合经营者的属

性。在此语境下的微信好友同样具备消

费者身份。利用消法来调整微信购物维

权问题是符合消法的立法宗旨的。

在互联网+时代，微商营销成为新兴

的营销模式，政府的市场监管和维权服务

应该积极作为，善用法律，维护市场健康

发展；不能因规则的缺失让消费维权持续

真空，让其权利只能等待。 (李英锋)

“换届饭局”不管不行

微信购物 不该出现维权真空

鲜猪肉 肋条肉 13.18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7.13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3.35 0.0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3.05 0.00%

鸡 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3.90 0.00%

鸡 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5.91 0.00%

带 鱼 冻 250克左右 19.21 0.63%

青 椒 新鲜一级 3.97 0.00%

尖 椒 新鲜一级 3.82 1.33%

芹 菜 新鲜一级 4.13 0.24%

油 菜 新鲜一级 3.13 0.97%

圆白菜 新鲜一级 1.87 -1.06%

豆 角 新鲜一级 3.16 4.35%

韭 菜 新鲜一级 3.16 1.94%

西红柿 新鲜一级 3.62 0.0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2.85 0.00%

土 豆 新鲜一级 2.81 0.00%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06 1.48%

蒜 苔 新鲜一级 6.26 0.16%

冬 瓜 新鲜一级 1.82 7.06%

苦 瓜 新鲜一级 2.99 -0.33%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05 -3.30%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2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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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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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物价局

别让电子发票
卡在最后一公里

随着今年起我国对电子发票的推行加

速，目前很多领域的商家都开始启用电子

发票，不过由于很多消费者对于电子发票

了解甚少，加上电子发票应用环境还不成

熟，遭遇了不少吐槽。

使用电子发票，虽说商家节约了成

本，但由于在现实中使用电子发票无法报

销，只有打印出来才得到认可，这部分成

本只是从商家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

理想化的选择，其实是实现财务数据

系统的电子化运行。即，财务数据系统都

实现无纸化，在报销时无需普通发票，仅

需要提供电子发票也就行了。（毛建国）

南国都市报7月 25日讯（记者 王忠
新）自海口启动“双创”工作以来，龙华区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记录龙华区所发

生的变化，7月25日，“双创”小记者走进玉

沙社区。随着老人的悠扬歌声，小记者们了

解到，玉沙社区不但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

还有300多人的志愿服务团队，提供家政、

医疗等9种服务。

25日上午，小记者们走进玉沙社区，参

天大树旁，高楼林立。玉沙社区阵阵歌声悠

扬，原来这是老人们自行组织合唱团，他们

在这排歌练歌，乐不思蜀。

小记者们发现，玉沙社区还设有远程教

育室、妇女之家、棋牌室、琼戏班、娱乐室等。

小记者林欣了解到，为提高社区党员

便民服务意识，玉沙社区党总支部全面推

行日常事务代办制度，医保等承诺1小时

上门代办、2个工作日完成。

据了解，由社区党总支牵头，玉沙社

区组建了家政服务、医疗保健、社区工

作、法律援助等共9组志愿者，广场小区

内都能获得志愿服务。

小记者杨照云了解到，2015年，社区

党员张玉花和黄景良获得“海口好人”荣

誉称号。2015年、2016年，玉沙社区先后

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建

设示范社区”“全国志愿服务社区”等荣誉

称号。

经过参观走访，社区工作人员讲解，大

家感受到玉沙社区“双创”后大变样。

两鬓斑白的符阿婆说：“自从‘双创’

开展以来，这个从前脏乱差、走过还能闻

见阵阵恶臭的小村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

精美花园。我们老了，还有人热心教我们

使用电脑。这里还有个儿童乐园呢，我唱

歌的时候孙子还能在乐园里玩，多好啊！”

据了解，以前的玉沙社区是一个不起

眼的村庄。以前晴天灰尘大，雨天一脚

泥，环境恶劣。经过城中村改造和双创，

村庄变成了高楼大厦，干净整洁了不少。

“‘双创’为我们这个地方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空间扩大了，街上绿色多了，马路干净

了！”家住玉沙路的符女士对小记者詹键聪

这样表示。

这次的玉沙社区之行，又给“双创”

小记者上了一课，让他们真正领略到了

“双创”给人们带来的变化。

（“双创”小记者 林欣 符梦琦 张小芹
詹键聪陈蕾月杨照云陈明涛汤子琪）

南国都市报7月25日讯（记者田春宇
特约记者陈世清通讯员李盛兰）海口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去年12月份起开展了交

通违法“随手拍”活动。广大市民踊跃参

与，交警支队对有效线索及时话费返还，仅

上周一周（7月18日—24日）时间，海口

公安交警支队就支付了奖励话费金额达到

37万多元。

记者从交警支队提供的数据看到，截

至7月25日，海口市交通违法“随手拍”

系统共收到群众上传66525条交通违法行

为线索，其中经过审核并采纳28223条，

并对相关当事人依法作出了处罚。累计共

返还话费金额近85万元。

据了解，从2015年12月13日起，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就面向社会开展了交

通违法行为“随手拍”活动，举报交通违

法行为线索范围包括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逆行、占道行驶、超限载物等行为。

该活动还在持续当中，举报人可关注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椰城交警”

微信公众号，选择“交警互动”选项点击

“随手拍”进入界面填写相关违法信息并上

传照片进行举报。

海口美兰区
经济创造新速度

南国都市报7月25日讯（记者纪燕玲
实习生林万丽通讯员梁崇平）记者今天从

海口美兰区获悉，今年1-6月美兰区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 137.48 亿元，同比增长

40.2%，占海口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

重的26.9%。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入库数

和增长速度，在四个区中排名均实现两个

第一，创造了半年经济发展新速度。

上个月，成都双流的杨女士用“齐天

大圣”的网名从日本某网站购置了一套漫

画，因收件人是“齐天大圣”，邮局要她

证明自己就是“齐天大圣”！最终，在小

区物管处，杨女士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和网

购订单，物管为其开具了她就是“齐天大

圣”的证明，她才拿到了快递。

评：如今网友在网上，就像 《水浒

传》 里的一百单八将，每人都有绰号。一

些网名，虽听上去很酷，但除了大 V 们

的，往往是拍脑袋临时取的，江湖上认知

度不够，又更换频繁，你说你就是齐天大

圣，我还说我是王母娘娘呢，谁相信？最

后还得劳烦物管出面证明“齐天大圣”就

是眼前这个凡人，而且还是女的。

网络文化充满前现代、后现代、异次

元的奇思，但牵涉到金钱财物的行为，比

如网购，还是不得不接地气，按规矩报上

实名还原自身。

漫画 漫说

“大圣”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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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双创”小记者来了

感受玉沙社区“双创”后大变样

海口交警加大奖励力度 一周支付“随手拍”话费37万

小记者走进玉沙社区。邱航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