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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公车网上拍，杜绝潜规则

毛旭松

21日，烟台市34辆市直公用旧
车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平台进行拍卖，其中一辆别克竞拍
激烈，加价46次才被拍走（详见本
报昨日和今日相关报道）。

公车拍卖并不新鲜，新鲜的
是网上拍卖的方式，从现场拍卖

到网上拍卖，迈出了公车拍卖规
范化的关键一步。现场拍卖即便
有全程录音录像，还是难以彻底
规避私下串通、暗箱操作的可
能。另外，缺乏经验的竞拍者往
往受现场气氛的影响，意气用事
盲目举牌。网上拍卖不仅使得整
个拍卖流程更加公开透明，对于
竞拍者来说，也能够将精力集中
在竞拍价格上。可以说，网上拍
卖将成为今后公车拍卖的主要
形式。

烟台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可

谓不多，为什么有这么多市民
钟情于公用旧车的拍卖呢？一
方面，低廉的拍卖价格很具有
吸引力，有些车辆的底价甚至
低于1万元。即便是此次竞标加
价达 4 6次之多的别克车，加价
到3万元也还是十分划算的。另
一方面，政府部门的车辆配置
都不错，保养得也可以，尽管大
多数车辆已经行驶了十多年，
但就质量来讲比二手车市场的
车辆更具有可靠性，至少不会
在汽车内部构件上做手脚。政

府部门将公用旧车推向拍卖市
场可谓双赢，一方面能够减少
国有资产的损失，又能够以比
较低廉的价格惠及百姓。

随着公车改革的提速，可以
预见的是公车拍卖市场将随之
升温。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处理公
车改革取消的车辆，都应该保证
其公平、公正，对车辆进行明码
标价，把程序和结果公示得明明
白白，让体制内外的公众都能够
公平参与竞争。

从烟台法院网络视频直播

庭 审 到 市 直 公 用 旧 车 网 上 拍
卖，政府部门愈加意识到网络
的重要性。把平台移到网络，以
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参与，
进而保证政府的公信力，这是
部门工作理念的转变，彰显了
自信，这也是老百姓所期盼的
改变。此次公车网上拍卖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对于今后的公
车拍卖提供了参考，借助网络
平台的做法也启示政府部门以
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对待工作
中遇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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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7700后后””、、““8800后后””们们，，你你们们累累吗吗？？

我来抛砖

@夏雨惊荷：“70后”、“80后”的人已经三四
十岁了，进入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段，上有老下有
小，要养家糊口，还要把工作做好，有时候真是
挺累的。

连带处罚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我有话说

张建勇（芝罘区）

芝罘区西山路94号楼，因有
两户没交暖气费，供热公司将全
楼停暖，或等这两户拆片报停
后，再恢复对整栋楼供暖 (本报
10月22日C10版报道)。

读后这则报道，我认为供热
公司这种连带处罚的做法伤及
了无辜。毋庸讳言，不管有多少
理由，不交暖气费就是不对的，
而且是连续几年不交。不用可以
报停，供热效果不好可找供热公

司反映，问题不说，原因不道，接
近十年的时间不花钱白用暖，应
属不道德之列。对这样的住户，
供热公司应该按照有关的条文
进行处罚，甚至加重些都不过
分，因为这是有章不循，明知故
犯。但因这样的两个住户而对整
栋楼房停暖，把那些尊章守法的
厚道公民也牵连进来，便着实有
些不妥了，一不违章，二不违法，
凭啥让人家跟着受罪？

关于取暖设施的管理、暖气
的供应以及取暖费的收缴等，供

热公司都有相关的制度和规定，
用户不管违反了哪一条，都有相
应的惩罚措施，可以追究责任到
人、到户。如，私自改装取暖设
施，可给予拆除，不交取暖费的
可停供。从制度看，这好像没多
难的事，但真正操作起来会有些
麻烦。如，不入住的户主，有些对
取暖费的收缴不闻不问，私自改
装取暖设施的用户我行我素，对
供热公司极不配合，这些都给供
热公司带来了工作上的极大不
便，但越是这样，供热部门越应克

服困难，尽最大努力解决好住户
在用暖问题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特别对那些老房屋、老设施的住
户，要多跑跑，多问问，多些耐心、
多些关心，让大家都取好暖。一
个户的问题，解决一个户，两个
户的问题，解决两个户，是谁的
问题谁担，是谁的责任谁负。对
那些老想打擦边球，不缴费白取
暖者，要加大查处力度，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当年的问题当年解决，
不搞秋后算总账，更不能把矛盾
下卸或搞连带式的处罚。

新闻：近日，一位广东肇庆
的网友在论坛上发帖称，自己读
初一的女儿开学领到北京仁爱
教育研究所出版的英语课本里
出现了大量广告内容，此事引起
不少网民热议。央视《是真的吗》
记者最近调查发现，教科书中夹
带广告的情况确实存在。（重庆
晨报）

点评：这个不应该啊，想钱
想疯了吧！

新闻：“日照香炉生紫烟，李
白进了烤鸭店，口水流了三千
尺，一摸兜里没有钱”……这段
文字来自当地教育部门推荐的

“好书”，家长认为这本书籍内容
恶俗，教育部门和出版商回应，
结合语境阅读并无不妥，这是一
本适合亲子阅读的书籍。（江苏
卫视）

点评：教育部门和出版商异
口同声啊！

新闻：郑州人大副主任范强
身为一名厅局级干部，平日里给
人的印象是低调谨言。当他以@

郑州范强的身份出现在网络上，
似乎变了个模样。这个54岁的男
人有些得意地说：“我开微博3年
多，很少有人骂我，也很少跟人
吵架。”他总结，这是“因为我不
装。”（中国青年报）

点评：微博上不挨骂，只有
一种可能，就是名气太小。

新闻：太原市11年来只完成
3个村整村改造，占应改造总数
的1 . 7%，到现在还有170个城中
村。城中村改造，早已成为村干
部伙同开发商敛财的工具。太原
一位村干部说，在太原花千万买
个村长的不在少数，上位后随便
开发一块地皮便可获利数千万
元。（中国广播网）

点评：变异的苍蝇，胃口不
比老虎差。

@饼子就咸鱼：人生甘苦惟自
知。

@luanxingyang：不是有句话说
嘛，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活着就是在
各种累中度过。

@春天不远：不要抱怨，努力面
对。我们是同龄人，我认为首先要有
一个好的心态，其次尽力做好各种
事情。

@lilyzhou929：我也有同感，尤其
是当老人有病时真是太难熬了。单
位、医院、家庭来回奔波，分身乏术。

@草青青1：都是这样过来的，心
态好了，一切都好了，努力面对一
切。

@情非得已：等我们老了以后，
同样的压力就会落在孩子的肩膀
上。

@一见倾成：真是有同感啊，我
前段时间也是老人住院、孩子上学，
忙得团团转。

@沫沫唧唧：我最近正在面临
这种情况，婆婆的病刚好，我妈妈又
住院了。原本的病就很严重，又出了
车祸。孩子十个月大，离不开人。我
现在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三个人。

来源：17路论坛

据报道，湖北巴东县东瀼

口镇财经所，一年购柑橘22万余
元，接待及购土特产开支达33 . 8

万多元！柑橘按2元一斤计算，22

万元可买11万斤！日啖橘子三百
颗，不妨长留财经所！这样的开
支是怎么上报、如何批准的？恐
怕花钱太随意、太容易的财政
制度，才是问题的症结。

——— 王攀（媒体人）

市长抓城市建设，既要重
视城市的面子，也要重视里子；
既要重视地上，更要重视地下。

“地下”不出政绩，尤其不产生
经济效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承载了
城市，还在拉动经济。

——— 陈政高（公务员）

名嘴说事

我国著名中医白癜风专家、
国家级“黑白同治”治疗白癜风
新技术研发人、山东华海白癜风
研究院院长成爱华，将于10月25

日来到烟台，为广大患者进行科
普讲座和义诊，白癜风科学大讲
堂正式拉开序幕。让市民在家门
口即可享受到国家级专家的亲
诊。

为科学战胜顽疾，成爱华
院长潜心研究20多年，在揭示
白癜风病因病机、技术及新药
开发、治愈患者等方面取得重

大成就。并相继出版了《白癜
风新论》、《白癜风研究》、《白
癜风治疗学》、《白癜风治疗与
护理》、《白癜风营养》等 1 2部
医学专著，发表学术论文 3 0 0

多篇。首次在行业内把白癜风
理论研究、治疗与护理、心理
及营养调节归纳为一个完整
的科学体系，为有效治疗白癜
风做出了积极贡献。举办此次
讲座，将带领大家走进白癜风
科学。

白癜风到底能不能根治？用

什么方法治疗最好？成院长传承
祖国传统医学，结合现代科技，
从肺及经络入手，对白癜风的病
因病机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的

“黑白同病、黑白同治”新理论，
是白癜风研究与治疗史上的突
破。据此理论研发成功的“黑白
同治”新技术，已被纳入国家科
技部火炬计划、山东省科技攻关
计划等多项科技攻关课题，经专
家鉴定，临床疗效达国内领先水
平。

讲课时间：10月25日（周六）

上午9:00——— 11:00

讲课地点：烟台市博物馆会
议报告厅

授课对象：烟台范围内久治
不愈的白癜风患者或其家属

报名电话：400-6567-178

公共交通：烟台市博物馆位
于芝罘区南大街61号。市民可乘
42、21、22、80、44、46、86、5、10、1、2

路等公交车抵达。
温馨提醒：会议报告厅位于

博物馆负一层，博物馆正门口会
有工作人员给予指引。

白白癜癜风风如如何何科科学学防防治治与与护护理理
著名中医专家成爱华来烟台科学“论治”白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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