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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4

月

29

日， 上海市公

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邢培

毅做客

2019

上海广播 “民

生访谈”节目时透露，从今

年

5

月

1

日起，公安和保险

部门联手将在上海推行机

动车交强险免粘贴 、 免提

供、免携带“三免”政策。 在

上海通行的车辆，交强险后

不用在挡风玻璃上粘贴标

志，办理上牌 、验车等业务

时不用再提供纸质交强险

保 单 （澎 湃 新 闻

4

月

29

日）。

一直以来，广大车主在

缴纳车辆保险后，都必须将

标志粘贴在挡风玻璃上，否

则被交警查到会被扣分罚

款。 出台这一规定的初衷，

是为了确保交强险落到实

处，但在客观上也给车主们

带来不便 ，比如，影响车辆

美观 ，同时，多少也会影响

到驾驶员的视野。 事实上，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

天，交警部门完全可以通过

联网来查询车辆保险信息，

比如，用执法设备识别车辆

牌照，要查的所有信息便都

一目了然。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授王

安忆建议取消强制性粘贴

保险标志，赢得了广大网民

的共鸣。 如今，上海交警部

门正式宣布，从

5

月

1

日起

取消机动车强制粘贴交强

险纸质标志，此举无疑是高

效正面地顺应了民意，值得

点赞。

不过，上海并非第一个

吃螃蟹者。早在

2016

年底，

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机动

车交强险电子保单试点，车

主无需再将交强险标志贴

在挡风玻璃上。试点电子保

单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在实

践中也遭遇了一些尴尬。比

如，北京的车主驾车到外地

时，一些地方交警并不认可

电子保单，依然会按照不粘

贴标志行为， 给予罚款扣

分。根据北京保险行业的统

计 ， 截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 有

34

位北京车主因未

放置或粘贴旧式的纸质交

强险标志，而被外地交警查

处。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

此次上海交警部门负责人

就特意提醒：如果上海车辆

去外地，建议驾驶员随车携

带交强险标志。 毫无疑问，

各地政策不一，会大大影响

政策的善意。 所以，要想真

正方便广大车主 ， 就必须

“全国一盘棋”，让电子保单

在各地畅通无阻。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

通过顶层设计。一是破除法

律桎梏，由立法机构对《道

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的相关

规定进行修改完善。二是完

善信息联网。目前，北京、上

海等地保险行业和交警部

门已经实现了交强险信息

的互联共享，但从全国范围

来看，仍有地方尚未形成此

类信息共享机制 。 也就是

说，有的地方交警无法通过

内部系统查询到外地车辆

交强险承保情况，令执法监

督存在不便。 可见，只有打

通保险行业和交警部门之

间的信息鸿沟，让交警可以

实时查询任何车辆的保险

信息，全面取消粘贴保险标

志才会成为可能。

◎

张淳艺 公务员

为何一些基层干部“最

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

底的负担成倍加重”？ 说到

底，还是对政绩观和考核方

式的转变没有足够的信心。

比如在扶贫过程中，大量的

表格、 材料和留痕考核，对

应的是一种“数字出政绩”

的畸形政绩观。 所以，即便

是暂时减少了表格填报和

材料汇报，到年底考核如果

依然是要求各地做表格、写

材料总结， 那显然就成了

“年初减负年底增负”。对应

这一症结，考核的维度就应

该多从材料移到民意的评

价上。

———光明网：《破除“年

初减负年底增负”的怪圈》

如果有关方面忌惮处

理结果会伤害到某一群体

的情感，或是迫于舆论压力

而选择了“和稀泥”，貌似顾

全大局，一团和气，实则是

为了早点息事宁人，结果把

事实变得模糊不清，责任变

得模棱两可，进而使矛盾进

一步升级， 造成群体撕裂，

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原本有

理方因为自己的权益没有

得到合法维护，会在事件中

感到屈辱，加剧不满 ;原本

无理方因为违法没有得到

惩罚，会认为自己有法外特

权，甚至进一步在舆论中伤

害对方。 看上去“各打五十

大板”，实则“葫芦僧判断葫

芦案”， 这决不是法治的处

理方式。

———环球时报 ：《热点

事件处理不能“和稀泥”》

对一些土地财政占比

高的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

让金下降确实可能造成财

政支出上的困难，但这是时

势使然，也是未来发展的方

向所在。相关地方与其哀叹

土地出让金下降，不如多想

办法发展其他产业，降低并

摆脱自身对土地出让金的

依赖。 毕竟，靠卖地收入可

以谋一时，不可谋长远。

———经济日报 ：《不必

为土地出让金下降担忧》

◎

木木 辑

取消车辆粘贴保险标，须全国一盘棋

白

话广州

荒村？ 芳村！

最近芳村花地立交要拆，

有个住喺芳村嘅朋友听到呢

个消息好高兴，因为佢日日都

因为塞车而牙痛咁声。

依家嘅芳村唔系旧日嘅

芳村， 车多人多， 同市中心

一样喇。 芳村同二沙差唔多，

佢由沙土沉积而成， 算系广

州 年 代 比 较 久 远 嘅 一 个

“ 沙 ”。 后来有人移居当地 ，

呢度开始变成小渔村。 由于

呢个地方地势低而且荒凉 ，

所以大家都叫佢做“ 荒村”。

再后来， 有人喺呢度大面积

种植花木兼引进唔少花果品

种， “ 荒村” 就变成一个大

花园， 花香果香远播 ， “ 荒

村” 就变成“ 芳村”。

提到“ 芳村”， 当然唔可

以唔提“ 花地”。 花地系岭南

第一花乡， 但“ 花地” 呢个

地名唔系因为佢系“ 种花之

地 ”。 其实 “ 花地 ” 以前叫

“ 花埭”， “ 埭” 即系堤坝嘅

意思， “ 花埭” 就系 “ 花嘅

堤坝 ”。 以前嘅 “ 花地 ” 同

“ 芳村” 系同一个地方。

后来，“ 芳村”因为一间医

院而更加出名，我谂大家都听

过呢句玩笑———叫某人“ 返芳

村”。呢间病院叫做“ 芳村惠爱

医癫院”， 系中国第一间精神

病专科医院，专门收治精神病

患，后来改名叫做“ 广州市精

神病院”。“ 返芳村”并无恶意，

有人听完都系一笑置之 。 不

过，虽然呢句玩笑并无歧视意

味， 但系大家都系少用比较

好。 毕竟依家嘅芳村，已经相

当宜居喇。

◎

李月婷 媒体人

市

民论坛

官员斥群众听不懂话

只因其未听群众的话

热

点观察

新

华时评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

100

年间， 斗转星

移 ，沧海桑田 ，但五四精

神始终璀璨、 依旧青春 。

一代代热血青年高举五

四运动的精神火炬，用奋

斗镌刻青春，以担当创造

历史，书写了中华民族迈

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

回首百年前 ，山河故

园俨如列强鲸吞蚕食的

鱼肉，国家主权沦为他人

私相授受的筹码。 是一群

在苦闷忧愤中觉醒的青

年， 发出了民族图强 、奋

起的怒吼，开始了救国复

兴之路的艰辛探索，青春

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救亡

图存、民族振兴的中流砥

柱。

五四运动爆发

20

年

后的

1939

年，八路军总政

治部、 中央青委将

5

月

4

日确定为中国青年节 ；

30

年后的

1949

年，五四青年

节成为当时政务院确立

的第一批法定节日。

青春元不老 ， 君知

否？ 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

青年，他们用最美好的青

春年华换来民族新生。 爱

国是他们最真挚的情怀 ，

奉献是他们永不变的品

格。 他们身后的一代代后

来人 ， 赓续薪火接力前

行 ， 用汗水浇灌理想之

花，用奋斗点燃青春激情。

百年回望 ，我们可以

自豪地告慰无数先辈：你

们当年的梦想正在实现！

青春须早为 ，岂能长

少年。 五四运动

100

周年

之际，新时代的青年们正

豪情满怀地奋斗在神州

大地：他们有的身为人民

海军一员，默默守卫蓝色

海疆；有的是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长，风驰电掣中履

职尽责；有的扎根农村当

起第一书记，为带领乡亲

们摆脱贫困而不眠不休

……穿越百年光阴 ，奋斗

与奉献是不变的青春气

质，爱国与进步是永恒的

青春航标。

历史只会 眷 顾坚 定

者、奋进者、搏击者。 青年

是追梦人， 青年更是圆梦

人。 五四运动

30

年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自现

在起

30

年后，中国要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时

间的巧合， 昭示历史的必

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

靠当代中国青年去实现 。

我将无我、不负韶华，用奋

斗报效祖国， 这是五四精

神穿越百年时空激起的宏

大回声， 也是当代青年致

敬历史的坚定誓言！

◎

萧海川 新华社记者

致青春：我将无我，不负韶华！

释放企业生产力 ，又

有新举措 ： “

28

日起广东

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

许可，首日逾

2500

家企业

尝鲜”（《羊城晚报 》

4

月

29

日）。 今后，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不再核发企业开户

许可证了，企业只需在商

业银行一端即可完成全

部开户事宜。 在信用建设

与法制建设越来越成熟

的背景下，减少或取消涉

企许可事项，并不影响政

府监管效力。 但对营商环

境来说，却是一种增益。

优质的营商环境 与

企业的发展活力是成正

比的。 你看，“广东高新技

术企业已达

3.3

万家，数量

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广

州日报》

4

月

29

日）。高科技

意味着高生产力，无论是

政务服务，还是公用事业

服务，有了高科技的支持，

效率就大不相同 。 比如，

“佛山完成全国首例

5G

骨

科机器人手术”（南方网

4

月

29

日）。高速度与高清晰

度的

5G

网络视频传输，人

工智能的辅助与精准定

位，使得远程手术与现场

手术的效果几乎一样。

高科技企业往往也是

环保企业，同时也会对落

后产能发挥淘汰作用。 在

此背景下，“一季度

96.5%

天数广东全省空气质量达

标”（《新快报 》

4

月

29

日），

不足为奇。 当然，发布达

标数据，既是成果展示，也

是自我施压———要保持或

进一步提升大气环境，不

能松懈。

美好的环境 ，惠及的

是每个人。 因此， 除了政

府的努力，市民也要置身

其中。 比如，“广州两年内

要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 ”

（金羊网

4

月

29

日），实现这

一目标，市民的文明素质

很关键。 诚然， 政府的环

卫工作将实现主次干道

机械化作业率

100%

，处理

香口胶、牛皮癣广告的效

率将大大提高， 但如果市

民不乱扔垃圾， 不乱吐乱

贴， 那么城市卫生才有可

持续性。 干净的城市，谁

不喜欢？喜欢，就要付诸行

动。

说起来，“广州重启共

享单车投放指标”（南方网

4

月

29

日）， 也是让市民受

益的一个决定。毕竟，旧的

车辆损坏严重， 需要新的

车辆来提升骑行的便利与

安全感。 但骑行的便利同

样事关文明素质。 但愿市

民珍惜共享单车， 爱护好

公共秩序， 让骑行便利能

够可持续。

◎

胡也屏 媒体人

唯有文明才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干净

点

击广东

近日有网民曝料， 吉林省

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副局长谭

智在接待群众时耍官威， 和群

众座谈时发飙， 称 “我现场鉴

定你听不懂话”， 并让人调查

发言群众是哪个小区的。

4

月

28

日深夜 ， 南关区政府发布

通报称， 已对该副局长在全区

范围内通报批评， 责令本人向

来访群众诚恳道歉， 并作出深

刻检查 （ 《新 京报 》

4

月

29

日）。

“情绪激烈 、 态度蛮横 、

方法简单， 损害了党员干部形

象， 伤害了群众感情， 造成了

不良影响。” 应该说， 当地政

府对女副局长发飙事件的定

性， 是准确的； 要求教育系统

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开展自查、

举一反三， 也是积极应对舆情

的必要手段。 不过， 舆论压力

之下做出检讨不难， 难的是把

“为民” 意识化作日常行动。

有人说， 当事女官员情商

不高， 没有意识到在 “人人都

有麦克风” 的时代， 群众的监

督无所不在。 也有人认为， 不

排除座谈会现场有群众说话不

中听的可能。

但是， 既然召开座谈会接

待群众， 就说明当地划片入学

的政策存在问题， 既然存在问

题， 那么群众现场表达意见就

是正常且正当的。 所以， 女副

局长首先应放低身段， 认真倾

听群众呼声， 依法依规解决好

群众的合理诉求。 划分学区是

关系众多学生和家庭切身利益

的重大公共政策， 也是社会关

注度很高的民生大事， 决策的

公开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越

高 ， 群众的理解和认可就越

多、 质疑和怨气就越少。

但网传视频显示， 女副局

长只顾自己慷慨陈词、 滔滔不

绝， 现场群众根本插不上话。

似乎这不是座谈会， 而是政策

发布会， 官员负责说、 群众负

责听， 听的人要是有意见， 就

属于 “听不懂话”。 明明是自

己没有听， 也未听懂群众的真

实心声， 反而斥责群众 “听不

懂话”， 那种居高临下的强势

和傲慢 ， 便一览无余了 。 因

此 ， 与其说女副局长情商不

高， 不如说作风霸道， 且没有

摆正自己的位置。

很多公共政策之所以引来

一些误会和质疑， 往往是因为

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想想看，

如果连面对面的座谈会都难以

俯身倾听群众心声， 那么其它

形式的调研论证等工作能确保

公开透明、 科学合理吗？ 划片

入学受到群众质疑， 多少也能

说明问题。 所以说， 官员在座

谈会发飙不是小事， 需要反思

的不仅仅是工作方式， 还包括

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教育公平关系到社会起点

公平、 机会公平， 更关系到千

家万户的利益， 相关部门和官

员要多换位思考， 多倾听社情

民意， 让学区划分尽可能公开

透明， 经得起推敲。 如果事先

就预设群众 “听不懂话” “无

理取闹” 而避开他们， 那么制

定出来的政策就注定缺乏群众

基础。 此次事件， 无疑值得相

关领导干部深思。

◎

陈广江 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