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月份，开在香木林路的“成
都道通蔬菜专业合作社”蔬菜店成为
热门：无人值守，菜价便宜不烧秤，顾
客买菜自助找补，一时传为佳话。上
周五，道通菜市又一家店开业，选址
不是生活气息浓厚的市井小区，而是
在旅游景点白鹭湾内。

以前赖以生存的回头客、会员制
都不再存在，靠诚信生存的道通菜
市，这次还能不能走得通？

景区卖菜
主要顾客是游客和景点人员

昨日，市民王先生和朋友在白鹭
湾闲逛。走到游客中心附近的小道，
几顶白色帐篷间,“无人售菜点”几个
大字提醒，这是一家蔬菜店。这家白
鹭湾湿地“无人菜摊”在上周五才开
业，开店的正是此前成都商报报道过
的成都道通蔬菜专业合作社。店外招
牌显示，这是全省第一次让健康蔬菜
店走进生态景区。

黄瓜、番茄、土豆等陈列在十来平
方米的店内，一旁的公平秤前是放现金
零钱的菜篮——“无人售菜、自觉找
零”，在公平秤上方还有微信、支付宝两
种付款方式，方便没有带现金的顾客。

柜台上贴着醒目的价目表：“一
律每斤 1.2 元，除玉米、梨”、“小玉米

每个1元，大玉米每个1.5元”。这样的
价格和市场上的蔬菜基本持平，有的
还比市场上便宜一些。

此前开在香木林路“无人售菜”
蔬菜店的“制胜法宝”：会员制、回头
客都走不通，顾客人群变成了游客，
很少有回头客，更别提会员制了。“之
前的是基于对顾客的信任，并且在缺
少人手的时候才启动无人菜店模式
的。现在，我们想开以推动社会诚信
为本的菜摊。”成都道通蔬菜专业合
作社社长邱庆贵透露。可以说，白鹭
湾站点是一个诚信机制试点。

此前，白鹭湾湿地公园管理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王先生通过报道知道了
邱庆贵的蔬菜店，主动联系希望一起
合作，“景区有平台可以提供卖菜地
点，对方就负责运输蔬菜和菜摊日常
的打理。”目前景区收取菜摊每月一千
多的租金，其他如帐篷、用水、垃圾处
理等开支都由景区支付。“这个租金远
低于其他入驻商户的租金，我们的愿
望主要是弘扬诚信。”王先生说。

现场探访
1小时内7名客人均给钱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到白
鹭湾的“无人菜摊”，正值周一，景点
里的游客没有节假日多，但时不时依

然有游客骑着自行车经过。
成都商报记者统计，在 1 个小时

内，一共有9位顾客光顾，其中7位购
买了蔬菜，2位顾客并未购买，购买蔬
菜的顾客均自动给钱，其中4位是使
用手机支付。

现场，一对母女购买了0.92kg的
黄瓜，“给不给钱，全靠自觉。”这名母
亲觉得，自助给钱对娃娃来说也是一
种诚信教育。市民王先生买了番茄、
黄瓜、土豆共 2.13kg 总计 5.11 元，害
怕现金找不到 1 毛 1 分的零钱，王先
生使用了手机支付，“没有零钱，使用
微信支付，不忽悠一分一角。”

到底开在景区的无人售菜点能
否做到卖出的菜价与收到的货款一
样？吴忠进是成都道通蔬菜专业合作
社白鹭湾站点的负责人，“基本上还
是一致的，没有掉钱掉菜。”吴忠进
说。事实上如果使用现金支付，角票
后面的分很难计数，一般顾客会采取
四舍五入的原则。

能否盈利
店家称只要不亏本就行

对于每斤 1 块 2 毛的蔬菜，是否
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第一天，卖了30斤左右，基本上
没掉菜。这个店的主要目的就不是盈
利，算是半公益性质，目标只是账面
能持平就行了。”吴忠进解释，菜品选
择通过批发市场进货，“价格都是选
择一些进价差不多的菜品拿来卖，基
本上没考虑利润。”

白鹭湾周末的游客量在 2000 人
以上，开了几天的这个蔬菜站点尚未
盈利，“说实话，还有点亏，一是景区
目前处在淡季，游客少导致需求少；
二是这个无人菜摊才开业没几天，大
家还未完全掌握游客的需求。”吴忠
进透露，目前站点还在摸索阶段。每
天下午6点左右会来站点把所有蔬菜
回收，第二天放上新的蔬菜，“以后如
果效果好，每天可以多开一段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戴佳佳 摄影记者 王勤

昨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
悉，我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
体育类专业录取新生文化成绩控制
分数线已确定，现公布如下：

一、本科：
1、美术与设计类：385分。
2、音乐类：音乐学类325分、艺

术史论（音乐史论）类 295 分、录音
艺术类 295 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
论类295分、音乐表演类295分。

3、戏剧影视表演类：320分。
4、播音与主持类：375分。
5、舞蹈类服装表演类戏曲表演

（川剧）类：260分。

6、编导类：430分。
7、美术与设计类职教师资：315分。
8、音乐学类职教师资：205分。
9、体育类：350分。
二、高职（专科）：
1、美术与设计类：170分。
2、音乐类：音乐学类170分、音

乐表演类 170 分、戏剧影视表演类
170 分、播音与主持类 170 分、舞蹈
类服装表演类戏曲表演（川剧）类
150 分、编导类 170 分、美术与设计
类对口高职 150 分、音乐学类对口
高职185分、体育类170分。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赵雨欣

近日《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
担保贷款管理 积极推动创业促
就业的通知》发布，要求对大学毕
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者提供
小额担保贷款支持，个贷中心积
极响应政策。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
拨打 028-86658844 或者去个贷
中心（体育场路2号，近天府广场
旁）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
无抵押、额度高、放款快，银行利
息低至 3 厘的贷款产品，最高额
度可达3000万元。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 60 余家
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
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
全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
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
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
就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
保证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
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
个贷款品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
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
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
周 转 资 金 ，也 可 以 拨 打
028-86658844 申请汽车抵押贷

款。只要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
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息低至 8
厘。此外，个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
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
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
的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张先生急需要
资金周转，奔驰车被相关机构查
封，不到半小时，他通过个贷中心
向银行申请到 35 万元的应急贷
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个贷中心针对无抵押，
有工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
主打无抵押轻松贷。

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 60
倍办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 2.5
厘；也可以用单位购买的社保
或公积金做一个放大贷；还可
以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
保费放大最高 60 倍来办理应急
贷款。总之，只要你想贷款，没
有抵押也可轻松贷到 100 万。温
馨提醒：只要你打通个贷中心
028-86658844，就能拿到超低利
息的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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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找个贷中心
利息低至3厘

艺体类专业录取
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出炉

“无人值守菜摊”开进白鹭湾
老板想“称”点啥？

负责人称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要推动诚信

经济账
无人值守；租金每月一千多，
用水、垃圾处理等开支都由景
区支付；白鹭湾周末的游客量
基本在2000人以上；菜价一
律每斤1.2元，除玉米、梨等。

社会账
菜摊以推动社会诚信为本，目
标是账面持平，目前卖出的菜
价与收到的货款基本一致。
买菜的顾客称给不给钱，全
靠自觉。自助给钱对娃娃来
说也是一种诚信教育。 昨日的白鹭湾无人菜摊，顾客正在选购蔬菜

白鹭湾无人菜摊，市民选购
蔬菜后使用微信支付

1/ 法院经审理认为，
“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
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
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
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
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2/ 法院认为，被告作
为生活在中国的一位公
民，对“狼牙山五壮士”
的历史事件所蕴含的精
神价值，应当具有一般
公民所拥有的认知

3/ 法院认为，对“狼牙
山五壮士”名誉的损害，
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
价值的损害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
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6月23日下午，延安枣园革命纪念
馆讲解员白皓云带领着 30 多名吉
林游客，参观毛泽东同志发表《为
人民服务》演讲地旧址，重温这篇
光辉著作。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就是
在这里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
央警卫团的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张
思德召开追悼会，并作了题为《为
人民服务》的演讲。如今这里已被
辟为“为人民服务”广场，也叫张思
德广场。

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
面军解放了张思德的故乡——四川
省仪陇县六合场，也就是现在的思
德乡。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张思
德便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位。

“张思德参加革命后，在战斗中
屡立战功，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
老虎’。”延安市委理论讲师团团长
安振华说。

随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张思
德经常抽时间到驻地附近老百姓家
中帮他们收割庄稼、修路、挑水。一
次，一只狼叼走了一个小孩，他提枪
就追出门外，为了防止开枪伤了孩

子，他就赶上去一把抓住狼尾巴，打
死了恶狼，救回了孩子。还有一次，

外出值勤途中，他看到一个老
大娘背着一大捆柴，非常吃力，就立
即上前帮大娘把柴背回家。此后，他
就把大娘当作自己的亲娘，常去看
望，帮大娘种庄稼、做家务。

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响应党
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
到安塞县石硖峪办生产农场，担任
副队长。当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
友决定再新挖几个窑，多烧些木炭。
中午时分，由于土质松软加上雨水
渗透，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危
难之际，张思德奋力将身边的战友
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压在窑内，不幸
牺牲。

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
东同志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
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
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
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完全、彻
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和
革命精神。

1945 年党的七大上，“中国共
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
民服务的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党
章。 据新华社

人社部近日发布了《2015 年
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
责同志对其中涉及公务员的统计
数据进行了解读。

问：《统计公报》公布，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公务员 716.7 万
人，这里的公务员具体包括哪些人
员，对这一数字应该如何理解？

答：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
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
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

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2008-2013年，全国公务员总数每年都
有一定的增长，2014、2015年开始出现
少量减少，但在编制范围内总体上仍然
保持稳定。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政治制
度、人事管理的不同，公务员定义的范
围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因此，各国
公务员总数占人口的比例不宜作简单
的比较。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公务员

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概念既有联系，也
有区别，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比较宽
泛，除了公务员，还包括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主要是教师、医生和科研人
员，国家财政每年会给予一定的财政
补助。世界上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财
政供养人员。

问：公务员队伍是否存在“官多
兵少”现象？

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干部
管理实际工作中，我们把县处级副职
以上职务的公务员按照领导干部来

管理。2015年，这些人员约占公务员
队伍总数的10%。因此，公务员队伍
不存在“官多兵少”的问题。

问：公务员是否存在“离职潮”？
答：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看，公

务员队伍总量是基本稳定的，辞职的
数量有所增长。2015 年公务员辞职
不到1.2万人，约占公务员队伍总数
的 0.2%，这个比例是在正常范围内
的。一定比例的公务员辞去公职是公
务员队伍正常流动现象，有利于补充
新的力量、增强队伍活力。据新华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7 日对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英雄葛振
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
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
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
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
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判
决生效后三日内，被告洪振快在媒体
上刊登公告，向原告葛长生、宋福保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两篇文章 引导读者质疑事迹细节

法院经审理认为，“狼牙山五壮
士”及其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
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被告
洪振快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无充分证据

的情况下，文章多处作出似是而非的
推测、质疑乃至评价，通过强调与主要
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
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
群体及其事迹的细节产生质疑，从而
否定主要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
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因此，被告
实施了侵害名誉、荣誉的加害行为。并
且，案涉文章经由互联网传播，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
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
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伤害亲属 更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生活在中国
的一位公民，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历
史事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应当具有
一般公民所拥有的认知。对“狼牙山

五壮士”及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
族感情，应当具有通常成年人所具有
的体悟，尤其应当认识到案涉文章的
发表及其传播将会损害到“狼牙山五
壮士”的名誉及荣誉，也会对其近亲
属造成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更会损
害到社会公共利益。被告有能力控制
文章所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而未控
制，仍以既有的状态发表，在主观上
显然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主张的言论自由
明显不足以抗辩

法院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
事迹所凝聚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
以及所展现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
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也
是我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不可或
缺的精神内核。对“狼牙山五壮士”名
誉的损害，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价
值的损害。被告采用了侵害他人名
誉、荣誉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
进行所谓“学术研究”，否认狼牙山五
壮士英勇抗敌的事实和所表现的大
无畏精神，其所主张的言论自由明显
不足以抗辩其侵权责任的成立。

依据上述理由，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据新华社

光辉历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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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办公室致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建议尽快检讨两地现行通报
机制。27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复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办公室表示，公安部积极回应香
港特区政府的有关建议，同意两
地尽快就进一步完善相互通报机
制进行磋商。

自 2000 年公安部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和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签署

《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建立相
互通报机制安排》以来，内地公安机
关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原则，本着
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不干预对方
执法活动的精神，与香港警方认真

落实通报机制安排。截至 2015 年
底，内地公安机关向香港警方通报
在内地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香港居民
6172人；香港警方向内地公安机关
通报在香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内地
居民6934人，对于有效维护两地居
民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行通报机制已经运行十多
年，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公安部邀请
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组成代表
团，近期来京就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此次商谈期间，内地有关省市办案
单位还将向香港代表团通报林荣基
案有关情况，以及在内地抓捕香港

“3·14”重大抢劫杀人案嫌疑人揭冠
国的有关情况。 据新华社

“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洪振快侵害名誉案宣判：

判决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

县处级副职以上职务的公务员占整个公务员队伍10%

人社部：公务员队伍不存在“官多兵少”

左图：狼牙山跳崖五勇士中的葛振林（右）和宋学义
右图：游客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处参观 图据新华社

公安部回应香港特区政府建议：
同意尽快就进一步完善相互通报机制磋商

宗旨决定未来：
《为人民服务》演讲地回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