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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报载，有关广州交通大

学的筹建工作已经得到广

州市政府的正式批复，其中

校区总用地规模

66 .7

公

顷 ， 最终落址广州市黄埔

区， 计划在

2020

年开始招

生。广州交通大学的批复筹

建，标志着广州即将告别没

有交通类重点大学的历史。

在

2017

年广州市 “两

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曹

志伟曾提交《关于创办广州

交通大学的建议》提案。 曹

志伟认为，国家三大战略对

交通先行发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综合交通、智慧交通、

绿色交通和平安交通建设

都需要以广州建设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网络化城市

为核心， 形成强大的研究、

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

统，实现高校、企业、科研机

构互为支撑、互动发展。

曹志伟的建议，具有前

瞻性。 其实，促成广州交通

大学批复筹建的，还有多重

因素。 比如，广州是全国三

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却没

有自己的交通类重点大学；

还如，广州在

2018

年提出，

将于

2035

年建成全球交通

枢纽。 可以说，正是这一系

列围绕广州建设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的叙事，催生了

即将破壳而出的广州交通

大学。

建设一所重点类交通

大学，当然是必要的。 从产

学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

角度看， 大学的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功能，促使大学一

方面要引进来，将周边区域

的相关因素吸纳进学校，打

造相关研究、开发的创新高

地； 另一方面要走出去，以

研究、开发为基础 ，谋求与

社会需求的合作，从而助推

研究、开发基础上的生产一

体化，实现一定区域内相关

行业产、学、研的整体提升。

具体到广州交通大学的未

来，当然是要在交通领域承

担起这一重任。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

背景是 ，好的大学 ，已不仅

仅是为地方提供智力支撑

的学术体，而越来越发展为

人才竞争的排头兵。以全国

招生的中山大学为例，

2016

届有

79.29%

的毕业生选择

留在广东省，其中留在广州

市的占比

44.87%

、 深圳市

占比

21.73%

；

2017

年中大

本科毕业生留在广东省就

业的比例高达

82.3%

，硕士

生就业比例

76.7%

。 同样是

全国招生的华南理工大学，

2017

届本科毕业生中 ，有

86.7%

的毕业生在广东省就

业 ，其中广州

39.7%

、深圳

25.8%

。

这就相当于，依凭重点

大学的全国招生，将各地优

秀学子聚拢到一起，在本地

生活了几年之后，绝大多数

留在了本地就业。这当然是

广州、深圳经济活跃对人才

的吸纳作用，但又何尝不是

重点大学以人才竞争排头

兵的角色吸引了外地人才

呢？ 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

2017

年下半开始的一二线

城市人才大战中，高校云集

的武汉市、西安市的底气所

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

已不再只是区域经济建设

的有力支持者，更是区域经

济建设的引领者，这在重点

大学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有鉴于此，广州交通大学不

妨高起点起步，比如与国外

交通类高水平大学合作办

学，从而实现快速崛起。

◎

燕农 大学教师

“坚决纠正‘关系保’

‘人情保’及错保、漏保，严惩

骗保。 ”此轮精准扶贫行动

一开始，这样的原则和态度

就被不断强调，但现实一次

次证明，总有“漏网之鱼”，总

有一些地方敢于“顶风作

案”。 距离 2020年全面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仅剩不到 2

年，却依然存在疑似“贫困

户开豪车”的现象，它再次警

示，无论何时都不能低估扶

贫政策执行被扭曲的问题。

对于扶贫领域的弄虚作假、

腐败现象，治理之弦还要绷

得更紧些，查处追责还要更

严些，监督力度还要更大些，

不能只坐等媒体来曝光。

———光明网：《“贫困户

有奔驰奥迪”： 别只靠媒体

曝光》

GDP 统一核算， 决不

是为了强求数据统一，而是

要让数据更真实、 更科学、

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各

个层面的情况。在当前经济

新常态下，政府要准确把握

经济运行形势，并在此基础

上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宏观

调控政策，对于统计数据的

质量，其实是提出了更高要

求。 统一核算改革，就是要

呼应和满足这一点。实现这

一目标，改革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也还需要参照现实情

况进行适当校准。

———新京报：《

GDP

统

一核算，告别统计数据 “打

架”》

新技术再怎么先进，它

也是建立在信息泄露的基

础上的， 没有信息泄露，再

厉害的骚扰技术也失去了

用武之地，没有从各个地方

各个行业流失出去的用户

个人信息，人工智能又有什

么办法锁定目标定点骚扰

呢？ 所以，扎紧信息安全的

篱笆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

应该在加快信息安全立法、

保护个人信息、抬高信息犯

罪成本上面多想办法，通过

这些办法，营造一个良好的

法治环境，让幕后黑手有所

顾虑，不敢为所欲为。 否则

监管就只能跟在新技术后

头疲于应对，左支右绌。

———钱江晚报 ：《

AI

骚

扰电话，没有泄露就没有伤

害》

◎

木木 辑

广州交通大学不妨高起点起步

白

话广州

广州

嘅

“煲”

周日系传统嘅腊八，北方

中意食腊八粥。 天寒地冻，广

州人亦中意食粥，不过同北方

有啲唔同，最受街坊青睐嘅仲

系各种煲仔粥。 及第粥、艇仔

粥、鸡粥、水蛇粥等等，不一而

足，大到高档餐馆，细到街头

嘅小店仔，都可以见到热气腾

腾嘅一煲煲，香味散发到成间

餐厅。

冬天喺广州食嘢，唔食个

“ 煲”，就等于冇真正食到广州

味道。 尤其系冬天，煲成咗餐

饮业嘅主角之一。一只只细细

个瓦煲，喺厨师嘅手下，可以

整出各种各样热辣辣嘅美食。

其中，煲仔饭系我最中意嘅一

样嘢。 记得，有次行喺飘住冷

雨嘅街头，见到街角有间煲仔

饭店， 立马俾门口嘅火炉、煲

仔、烟雾吸引住，走入去坐低，

点返煲香芋排骨饭，芋头嘅浓

香同排骨嘅清香搭配，喺冒着

热气嘅饭上面，令人口水都流

出来。煲仔饭刚食阵时热辣松

软，食到后来有股脆脆嘅饭焦

味， 令人回味不已。 除咗粥、

饭 ，酒楼里边嘅“ 煲 ”琳琅满

目。 煲嘅方法亦有唔同，急切

嘅啫啫煲， 慢吞吞嘅文火煲，

应有尽有。

广州人中意煲，估计同呢

度冬天经常遇到嘅湿冷天气

有关系。 广东唔似北方，室内

冇暖气，天冻阵时啲菜餸都容

易冻。 用煲仔来焖，一方面可

以将肉菜原汁原味呈现，另一

方面瓦煲唔容易散热，天冻可

以长久令肉菜保暖，可谓一举

两得。

◎

闻歌 媒体人

市

民论坛

学生课桌椅高度

应当精细化调整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舞

蹈学院教授刘岩已经是多次上

会的 “老委员”。

12

日， 她身

着红色外套， 坐着轮椅前来报

到。 今年带来了三个提案， 其

中一个是关于中小学桌椅高度

调整的， 她查阅了北京疾控中

心发布的统计报告， 发现北京

中小学生近视比例很高。 但北

京中小学生课桌椅符合率却不

高， 也就是说桌椅与身高不匹

配， 调整中小学生桌椅高度已

经是当务之急 。 （

1

月

13

日

《新京报》）

中小学生课桌、 座椅的高

度， 是影响青少年视力和身体

健康发育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

小学生的身体正在生长发育阶

段， 不合适的课桌椅不仅对学

生的坐姿、 视距等造成很大影

响， 也会危害学生身体健康 ，

比如影响颈椎正常发育。

应当说， 课桌椅高度对孩

子健康的影响， 早就被人们所

熟知 ， 早在

1988

年 ， 原卫生

部就曾就发布了学校课桌椅卫

生国家标准， 确定了九类不同

身高的学生使用的桌椅高度标

准。 例如， 学生身高在

119

厘

米以下， 其使用的课桌高度应

为

52

厘米， 桌下空区高度应

为

40

厘米， 椅面高度应为

29

厘米； 学生身高在

143

至

175

厘米之间， 其使用的课桌高度

应为

67

厘米， 桌下空区高度

应为

55

厘米 ， 椅面高度应为

38

厘米 。 后来各地陆续完善

了一些标准， 也都大体类似 ，

并且在应用中， 根据中小学生

各年龄段的身高特点， 设计了

课桌椅若干个型号的标准。

这些标准总体来说符合生

理卫生的设计， 但之于实际运

用， 却很难符合每个孩子的身

高特点。 一方面， 因为孩子之

间个体的差异总是存在， 并且

孩子身高不稳定， 孩子发育的

不同时期， 身高会相应较快增

长， 不同孩子发育的年龄点也

有所差异， 由学校统一提供课

桌椅既无法准确预测， 随孩子

身高的课桌的调换也无法及

时； 其次， 不少学校都不愿意

教室课桌椅高低不齐、 大小各

异， 显得既不美观， 而且不便

于管理。 因此， 许多学校对学

生课桌椅的配置大都采用年龄

段学生平均身高所对应的型

号， 虽然符合大部分学生的身

高， 但无法兼顾少部分孩子差

异的特殊性， 以至于有的孩子

感到桌高太高， 有的则感到太

低， 影响身体健康。

学生课桌椅高度调整须精

细化 。 一方面是标准的精细

化， 根据青少年儿童各年龄的

身高特点， 提出课桌椅普遍适

用的标准以及型号的参数， 为

学校配置课桌椅提供准确的遵

循； 另一方面是调节功能的精

细化， 目前课桌椅高度 “众口

难调”， 主要是反映在不合孩

子身高的桌椅调换难， 不妨让

课桌可调节， 即在保证课桌高

度一致的情况下， 可对课椅高

度进行调节， 让不同身高孩子

的坐高匹配桌面， 以此来解决

课桌椅管理调配中的种种不

便。

◎

木须虫 公务员

珠

江

瞭

望

热

点观察

近日 ，一份关于徐州

市常务副市长王剑锋的

议事协调机构职务调整

的通知 ，引发关注 ，文件

显示其身兼

46

职。

12

日，江

苏徐州市政府新闻办发

布回应说明称，相关机构

都是临时性的，不增加编

制和经费，在达到期限或

预定条件时将予以撤销

（《新京报》

1

月

13

日）。

西瓜要推销 ，就要设

立一个“西瓜办”；馒头要

加工 ，就要设立一个 “馒

头办”。 如此类推，有多少

工作需要协调解决，地方

政 府 就 该 设 立 多 少 “

xx

办”。 长期以来，地方 “领

导小组 ”名目繁多 ，议事

机构令人眼花缭乱，相关

领导兼职太多，重议事轻

办事，已成为公共管理中

的一个顽症。

若因某一项工作 事

关全局，确有必要成立一

个议事机构。 但如果各个

事项都照搬这一模式，不

仅会造成机构臃肿，而且

会导致效能低下。 徐州市

的相关文件显示，常务副

市长共担任

46

个议事协调

机构的领导， 其中组长

17

个、副组长

24

个、总指挥

1

个、主任

1

个、副主任

3

个。

可见其堪称当地“最忙”的

领导。

“协调机构” 过多、过

滥，是“机构法定”意识的

淡薄， 容易异化为公共权

力的另一种“推诿”。 基于

此，早在

2014

年，全国一次

性减少

13

万余个领导小组

和议事协调机构。 然而，近

年来一些新的领导小组和

议事机构又有流行的态

势。 以至于，许多领导仍然

深陷庞杂的“副业”和文山

会海，难以自拔。

可见，对议事机构“割

肉式”治理，还需从法治入

手。 首先，必须坚持“机构

法定”原则，尽快出台相关

规定， 避免议事机构设置

“随意化”。 现代政府是责

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

较复杂或重大、 跨区域的

问题， 可设立相关协调机

构，其他要谨慎为之。

事实上， 地方政府及

其各部门若都守土有责 ，

就无需成立 “领导小组”。

因此， 要坚决精简议事机

构，真正做到“权随事设、

责随事定、人随事走”。 特

别是， 要让每个办事机构

都成为“马上办 ”，从而真

正提高行政效能。

◎

张西流 公务员

“副市长兼 46 职”现象需法治解决

老话说， 与人方便 ，

与己方便 。 这话反着推

理 ， 有时也是可以成立

的 ，即为难别人 ，也是为

难自己。 比如，“广州老人

找到

17

年前遗失的存折

欲取

11

万存款遭拒 ，法

院判银行连本带息付钱”

（《南方日报》

1

月

12

日）。

尽管老人因遗失存折而

进行过挂失销户，但账户

产生的流水与存款数额

是客观事实， 既然如此 ，

银行就应当以数额为标

准，不要为难储户。 最终

经过司法程序，不仅钱照

给，还浪费了时间和诉讼

成本，自身的公信力也会

受影响。

在网络科技日新月异

的当下，“便利” 是时代的

主题。 像“广东警方推出

‘粤省事’一站式申办无犯

罪记录证明”（《信息时报》

1

月

12

日 ） 这种便民措

施，早已成为政府办事的

常态。 类似的还有方便企

业办事的举措，也在不断

推出， 比如，“广东将实行

容缺受理制度，企业材料

不全或可 ‘先收后补 ’”

（《广州日报》

1

月

12

日）。

企业与市民办事方便了 ，

就会腾出更多精力来创

造效益，回馈社会。

你看，“广东每千人拥

有企业

43

户， 超中等发

达经济体最高水平 ”（《羊

城晚报》

1

月

13

日），就是

企业活力的表现。 可见 ，

在多数情况下，便利也是

生产力。 反之， 像吃拿卡

要、 管理滞后等情形，只

会拖社会进步的后退。

像“深圳人社局曝光：

深圳这

10

家单位欠薪 ，

最多的欠了

270

万 ” （新

华网

1

月

13

日）， 便是拖

社会后腿的表现。 如果是

因为企业经营困难 ，可以

通过协商（如分期支付）等

方式解决， 但是 “拒不支

付”这样的态度，就不应该

了。 员工为企业发展作出

了贡献， 理当受到尊重。

政府通过曝光与处罚等

手段来制裁这些企业 ，是

监管职责所在， 希望能保

持常态。

说到常态 ， “禁摩 ”

在有的城市区域早已成为

常态， 但是， 广东警方发

布的一则便民通知， 却被

部分人误读了。 “广东试

点摩托车带牌销售， 警方

称此举不代表取消 ‘禁

摩’” （《广州日报》

1

月

13

日）， “带牌销售” 与

“取消禁摩” 的确没有必

要联系， 因为， “禁摩”

只是少数城市的因地制宜

之举， 而多数地区的摩托

仍照常上路。 某种意义上

说， “带牌销售” 是针对

经销商的便利之举。

◎

王川 教师

便利也是生产力

点

击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