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评论

本是阻止贪腐的“防火墙”，却沦为官

商之间的掮客；本是打虎拍蝇的执纪者，却

蜕变成监守自盗的阶下囚。在1月3日开播

的中纪委反腐专题片 《打铁还需自身硬》第

一集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中，魏健、朱明

国、钟世坚等一批违纪违法纪检干部的所作

所为让人警醒：对任何党员的信任都不能替

代监督。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 《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全面从严治党推至

新高度。全党上下应更加严格地遵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

纪律和国家法律，而广大纪检干部理应成为

遵守党规党纪的模范，自觉接受更加全面严

苛的考验和约束。

贪腐之时窃喜“谁查纪委呀”，甚至幼

稚地认为监督别人的人就不会受到监督，直

至身陷囹圄才追悔“没人看是祸”。魏健、

朱明国等人以身试法的教训证明，思想上稍

有松懈便会滑入深渊。全面从严治党意味

着，没有哪个部门岗位是设在纪律红线之外

的，没有哪个党员处于监督盲区。一批违纪

违法纪检干部被严肃查处，恰恰证明党内监

督正朝着制度化建设方向日臻完善。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反腐败斗争的压

倒性态势已从“正在形成”发展为“已经形

成”。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党中央始

终保持着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更得益于

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提供了深度和力度的保

证。划定纪律的红线，扎牢制度的篱笆，关

住权力的笼子已经打造成型。

随着反腐败斗争态势发生变化，党内监

督承担的职能就必然从之前的惩防腐败，上

升为持续以更高标准鞭策激励全体党员努力

提高自己，努力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打铁还需自身硬，百炼才能出精钢。将

党内监督以制度的形式常态化并严格贯彻落

实，无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升党的战斗

力的关键途径。全体党员必须明确，要争做

党内的先进分子和中坚力量。

街谈 巷议 □新华社记者董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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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共享单车被恶

意破坏、上私锁、盗毁、

侵占等不良行为频频发

生。自 2016 年 12 月起，

北京警方开始对这些现象

和不法分子进行打击和处

理。律师解释，针对不同

的作案目的和盗窃金额，

恶意破坏共享单车的当事

人会被处以从批评教育、

行政拘留到刑事拘留不等

的处罚。

坏了规矩，大家都不

方便。

南国都市报1月4日讯（记者张期望）
1月4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中国邮政海

南省分公司获悉，中国邮政定于2017年1

月 5日发行 《丁酉年》 特种邮票 1套 2

枚，图案名称分别为：意气风发、丁酉大

吉。全套邮票面值2.40元，海南将同步开

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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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猪肉 肋条肉

鲜猪肉 精瘦肉

鲜羊肉 新鲜带骨

鲜牛肉 新鲜去骨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鸡蛋 新鲜完整鸡场蛋

带鱼 冻 250克左右

青椒 新鲜一级

尖椒 新鲜一级

芹菜 新鲜一级

油菜 新鲜一级

圆白菜 新鲜一级

豆角 新鲜一级

韭菜 新鲜一级

西红柿 新鲜一级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土豆 新鲜一级

大白菜 新鲜一级

蒜苔 新鲜一级

冬瓜 新鲜一级

苦瓜 新鲜一级

空心菜 新鲜一级

地瓜叶 新鲜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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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特种邮票
海南今日同步发行

连日来，互联网上春运抢票大战已进入

冲刺阶段。面对这样的“技术活”，作为春运

主力军的农民工却有一种“无力感”。当网

络购票模式渐成主流之时，让农民工不再

“输在起跑线”上显得尤为迫切。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自12

月15日发售2017年春运第一天车票起，截至

12月29日，互联网售票量占总售票量的比例

超过7成，移动售票已经成为广大旅客首选

购票渠道。

然而，网络购票对农民工而言还是一道

门槛。要有网络连接环境，要有手机、电脑

等设备，要有网银、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手

段。在这种形式下，那些不会网络操作、不

懂网络支付的农民工只能望“网”兴叹。即

便一些农民工好不容易学会上网购票，花样

百出的抢票软件也让他们应接不暇，有人感

叹抢张火车票犹如中彩票。

应当看到，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民工购票

难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地作出了不少努

力，如开设农民工购票绿色通道、提前办理

务工人员团体票、开设农民工专列等。但是

也要看到，互联网时代网络购票是大势所

趋，新型农民工的年龄知识等结构在发生变

化，解决农民工购票难的举措也应与时俱

进。比如，有地方开展培训活动，从用户注

册、选择车次和座位偏好、进入刷票到最后

的网络支付，“手把手”教农民工网购春运火

车票，这样的帮扶之举就值得借鉴。

网络购票，总体而言对广大旅客是方便

的，但是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不

能让他们掉队。

头条 评论 □新华社记者周勉

网络购票时代莫让农民工掉队

南国都市报1月4日讯（记者孙学新）
海口、三亚主城区新建居住建筑一般不得

高于80米，儋州、琼海主城区不得高于60

米；公共高层建筑布置应高低错落，连续

等高建筑数量不宜超过3栋……《海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

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如有意见和建议，可于1月

10日前在海南省政府官方网站 《意见征

集》栏目提出，也可以书面形式寄送至省

住建厅。

临近山体建筑最高不得超过山
脊线1/3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筑布局应尊重自

然地形地貌，防止建设项目随意开挖山

体、截断水系、破坏植被等现象发生。沿

海、沿河（湖）和山体周边的建筑布局应

当开敞、通透，留出通海、通河（湖）、通

山景观视廊和生态走廊，避免山、海、

河、湖等生态景观资源被建筑物过度遮

挡；中心城区、县城镇主次干道、重要景

观路两侧的建筑布局应当注重临街建筑界

面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科学管控建筑体量尺度，征求意见稿

提出，对于新建居住建筑，海口市、三亚

市主城区一般不得高于80米，儋州市、琼

海市主城区不得高于60米，其余城市及县

城镇不得高于45米，特色产业小镇和其他

乡镇不得高于20米。

在滨海、滨河（湖）和临山地段原则

上应当布置低层和多层建筑，确需布置较

高建筑物的，临近山体的建筑最高不得超

过山脊线高度的1/3，且应当进行景观视

线分析论证；沿中心城区、县城镇主次干

道两侧的建筑高度不得超过道路红线宽度

加道路两侧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之和。

公共高层建筑布置应高低错落，连续等高

建筑数量不宜超过3栋，3栋以上应当进行

错落设计，高差不小于较高建筑的1/5，

以利于形成富于变化的天际轮廓线。

县城镇主次干道阳台应封闭设计

加强建筑风格管控，征求意见稿提

出，要高度重视保护历史文化、彰显文化

特色，建筑设计风格应当注重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建筑造型和文化元素，体现各市县

自然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特

色，坚决杜绝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设

计。

鼓励采用坡屋顶建筑形式，建筑高度

不大于36米的建筑应当采用坡屋顶形式；

高层建筑风格、造型应当简洁大方，避免

琐碎、花哨；居住建筑沿中心城区、县城

镇主次干道、重要景观路一侧的阳台应当

进行封闭设计，具有晾晒功能的生活阳台

应当设置在不临街的方向。

统筹协调建筑色彩运用，单栋建筑主

要色彩不宜超过2种，同一组建筑的主要

色彩不宜超过3种，同一街道、同一街区

的建筑色彩应当相互协调。

居住项目绿地率不得低于
40%

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建设项目园林绿

化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居住、文化

设施、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建设项目绿

地率不得低于40%。

建设项目园林绿化应当坚持乔、灌、

花、草相结合，以种树为主，减少大面积

草地和硬质铺地，力争形成森林小区的生

态效果；建设项目内部道路和室外场地铺

装应当采用透水性材料；要坚持采用本土

树种和灌木、花卉品种，体现海南独特的

热带特色；鼓励采用垂直绿化、架空绿

化、屋顶绿化来丰富建设项目绿化效果，

强化整体生态特色；要大力推动居住小区

绿地对外开放使用，单个地块面积大于4

万平方米的，应临城镇道路布置不小于该

地块建设用地面积 5%的公共绿地 （广

场），且最窄处宽度不小于8米。

加强建设项目设施配套，新建居住类

建设项目原则上要采用地下停车、人车分

流的模式优化项目环境品质。

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能否这样管？我省公开征求意见：

晾晒的生活阳台设在不临街方向
居住项目绿地率不得低于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