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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三年的时间

里，监狱未能察觉罪犯在

使用手机，暴露出的是监

狱系统管理问题。 手机是

怎么流入监狱的，为何一

直未被清查出来，其中有

无监狱管理人员协同帮

助行为？ 如此种种，都需

监狱方面以及相应主管

部门给出回应。

此前，监狱系统已发

生过多起类似事件，其中

最为著名的是2015年黑龙

江讷河监狱囚犯“猎艳风

云”。 事件曝光后，失责监

狱管理人员受到严厉处

分，国家司法部随后也开

展了大规模的“狱政风

暴”……但从这次事件来

看，个别监狱仍存管理漏

洞，对手机的查处、屏蔽

等，还有必要进一步加码

管理措施。

———新 京 报 ： 《对 狱

中“网恋 ”的罪犯，要查清

是否有“沉默的真相”》

管理部门重申“顺风

车不是网约车”，首先可以

让更多私人小客车车主知

晓， 注册顺风车比注册网

约车门槛低， 只要自己有

提供合乘服务的意愿和能

力， 并符合交通运输部提

出的四个条件， 大多数私

家车车主都可以注册顺风

车。 这有利于增加顺风车

的供给， 做大私人小客车

合乘服务的蛋糕。

———北 京 青 年 报 ：

《“顺风车不是网约车 ”明

确这一点很重要》

首先，在“房住不炒”

的政策背景之下，促进住

房消费的重点在于“健康

发展”，并不是不要发展。

其次， 随着租赁住房、装

修改造、配套升级等新消

费需求持续提升，包括房

屋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

领域正迎来新的机遇，这

也将成为房地产行业发

展新的增长点。

———经 济 日 报 ： 《楼

市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

木木 辑

日前，广东省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举行新闻

通气会。 据透露，三大“粤

系列”平台，用户数量迅

猛增长。 截至目前，“粤商

通” 平台注册用户突破

400 万；“粤省事” 注册用

户超 8700 万；“粤政易”已

为全省 21 个地市、11 万

个组织，总计超过 150 万

名公职人员开通账户。

移动政务服务有多

受欢迎，从“粤省事”注册

用户飙升———实名用户

由年初 3000 万增至如今

8700 万———不难管窥。 再

看两组数据：日均访问人

数约 390 万、日均访问量

超 5300 万次，就不难理解

“粤省事” 为何能成为全

国服务最全、 用户最多、

活跃度最高的省级移动

政务服务平台了。 时至今

日，移动政务服务的优越

性已毋庸赘言， 不过，其

中的一些细节有必要多

点关注。

社会治理最怕政出

多门， 让人无所适从，移

动政务服务平台亦如是。

线下社会治理，行政管理

部门的分工与职责比较

明晰，同一系统内上下级

之间也存在着领导与被

领导关系，而移动政务服

务平台就不一样了，分散

化、扁平化的结构，容易

导致不同移动政务服务

平台出现各行其的情况。

以健康码为例，国家、省、

市都有“专属码”，且不同

地区对健康码的要求不

尽相同，就有可能让群众

觉得“码”多难打理。 有鉴

于此，不妨考虑给“粤系

列”移动政务服务平台赋

权，确保其权威性，使其

成为全省政务服务的首

选甚至唯一之选，以减少

群众麻烦也为地方节约

重复建设的开支。

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的推出，本来就是为了减

少繁文缛节，方便群众办

事。 假如处理不当的话，

也有可能对一部分群众

带来困扰。 我们知道，以

前办事，行政管理部门只

认纸质材料，因此办事者

将纸质材料准备充分就

行了，可是后来，有些地

方的有些事项既要纸质

材料， 又要电子材料，等

于是增加了一套手续。 以

职称评审为例，就是两套

系统缺一不可。 要避免此

类情况，就要有更彻底的

改革。

建设一个大型移动

政务服务平台不容易，当

然是越多人使用效果越

好。 不过，实事要办好，也

要注意推广的方式方法。

就在前天， 笔者发现，某

地教育部门下发通知，要

求该县全体教师必须下

载安装某款移动政务服

务 App， 当地教师对此颇

有微词， 因为根本用不

着。 群众用得着，自然会

注册，如果用不着，强制

也没用。

“粤系列” 平台注册

用户数量不断攀升，表明

这些平台做得好。 不过，

用户数据采集量的不断

增加，也意味着用户个人

隐私保护意识、 技术、手

段也要水涨船高，严防不

法之徒窃取用户信息。 总

之，要将“粤系列”平台打

造成“粤品牌”，对待有关

细节问题还要有更细致

的视角。

◎

连海平 媒体人

“今晚就去食啦，择日不

如撞日。 ”喺广州某公园度，

几个师奶一边跳广场舞一边

倾偈，听到有人大声咁讲，其

他人立即好兴奋咁样， 睇白

系倾紧相约食嘢。

旧时嘅人， 做乜嘢都要

拣个日子。 加阵约朋友食饭、

同学聚会等， 亦会大家一齐

商定个每人都啱嘅时间。 周

不时， 都会有人迫不及待咁

主张，择日不如撞日，就依家

或听日啦。 呢点，就好似时下

好兴嘅“讲走就走嘅旅行”

咁，一鼓作气，即兴成行，避

免咗时间带来嘅唔确定性。

就攞同学聚会来讲，约

定嘅时间离时下越长，“变

数”总会越多。 前两年，有个

朋友话， 佢哋班同学准备搞

个毕业 N 周年聚会， 倾起个

阵，大家兴合合，不过等过咗

两个月，真正聚会嘅日子时，

参加嘅人先“小猫三两只”。

佢好感慨咁话， 依家啲人都

好忙碌，工作、家庭、娱乐，不

一而足，能“抽”到时间，真系

相当唔容易。 撞日， 即时兑

现，有时用喺工作上，亦系好

嘅策略，避免拖延症嘅出现。

不过讲返转头， 择日不

如撞日， 多少带有一种心血

来潮嘅冲动， 只适合用喺一

啲生活上能轻易实现嘅小

事，食餐饭，聚下会，行下街，

都无妨。 但凡大事，千祈要深

思熟虑。 ◎

闻歌 媒体人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 《关于防止耕地

“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

产的意见》， 要求采取

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

粮化”， 切实稳定粮食

生产， 牢牢守住国家粮

食安全的生命线。

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 ， 人们饮食结构升

级， 出现“副食化” 特

点， 但肉蛋奶也是间接

消费粮食， 这更加凸显

了防止耕地“非粮化”

的重要性。

防止耕地“非粮

化 ” ， 靠法治 ， 靠考

核， 靠监测。 要严格执

行新的土地管理法、 农

村土地承包法及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 省级政府要切实承

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安

全的主体责任， 将粮食

生产目标任务分解到市

县。 要按中央要求， 把

严禁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 全

面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考核、 省级政府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要综合运用国土卫星

遥感技术， 开展耕地种

粮情况监测， 建立耕地

“非粮化” 情况通报机

制。 各地区要对本区域

耕地种粮情况进行动

态监测， 将倾向性、 苗

头性的问题掐灭在萌

芽状态。

防止耕地“非粮

化”， 要解决苗头性问

题， 更要解决源头性问

题。 必须完善粮食生产

支持政策， 解决粮食生

产比较效益低问题。 要

落实奖励政策， 健全利

益补偿机制， 着力保护

和调动地方各级政府重

农抓粮、 农民务农种粮

的积极性。 要支持家庭

农场、 农民合作社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 完善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 特别要强调的是，

按中央要求， 在坚决遏

制住耕地“非粮化” 增

量同时， 务必因地制

宜， 稳妥处置耕地“非

粮化” 存量问题， 避免

急于求成“一刀切” 砍

果树铲苗木， 影响农民

生计。

◎

王立彬 新华社记者

对于经常辗转于高

铁和机场的人们来说，

“广佛东环又有重大突

破， 广州南站到白云机

场仅半小时 ”

（《广州日

报》11 月 22 日），无疑是

则好消息。 不过，受益的

并非只有乘客。 因为它

的贯通， 使得天河中央

商务区至南站仅需 10

分钟， 至白云机场仅需

20 分钟， 这大大节约了

商务交往的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对于深圳的学生家长来

说， 有望省下接送孩子

的时间。 你看，

“深圳

拟推出中小学免费课后

延时服务， 家长可不用

请假接孩子啦 ”

（《深

圳晚报》 11 月 21 日）。

据介绍， 准备实施的学

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

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

延时内容主要为自主作

业和教师答疑。 学生可

以在学校教师的指导下

完成作业， 而不用带回

家让家长辅导， 对于家

长而言， 可谓一举两

得。

说到教育， 教师待

遇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

话题 。 在此背景下 ，

“深圳大学招聘

150

名

教师 ， 年薪最高达

70

万元”

（《南方都市报》

11 月 22 日）， 令人眼前

一亮。 华为今年给一位

应聘大学毕业生开出了

200 多万元的年薪， 这

是重视人才的表现。 显

然， 给培养人才的教师

开出高薪， 不值得大惊

小怪。 在市场经济的大

环境下， 让教师安贫乐

道， 或许并不利于推动

教育事业的发展。

高水平的教育能够

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

良好的治安环境能够营

造更宜居的经济社会。

“广州晒出扫黑除恶最

新 ‘成绩单 ’ ， 多项居

全省第一 ”

（《广州日

报》 11 月 22 日） 的新

闻， 令人踏实。 据介

绍， 今年广州打掉的涉

黑组织数、 涉恶犯罪团

伙数、 起诉涉黑涉恶案

件数、 一二审审结涉黑

涉恶案件数等主要打击

类指标， 均位列全省第

一。 各类案件数大幅下

降， 群众安全感就会大

幅提升， 期待这种反比

关系得到保持。

◎

陈香凝 媒体人

“我一再强调，叶杯赛不

卖证书。 叶杯是受人尊重的

赛事！ 现在一些人为了挣钱，

昧良心地竟然将一张省级的

叶杯赛证书炒到 15000 元一

张，这太过分了。 ”20 日，一代

教育大家叶圣陶的曾孙、叶

杯系列赛事全国组委会主席

叶刚向记者自揭“家丑”，痛

斥这一乱象（《北京青年报》

11 月 22 日）。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

家、教育家。 以叶圣陶名字命

名的作文、语综、数理、英语、

编程等系列赛， 已成为当今

主流学生赛事之一。 没想到，

这一赛事在某些地方存在

“保奖”乱象，即培训机构承

诺只要缴纳相应费用， 学生

可获系列赛省级决赛一等

奖。 作为赛事负责人的叶刚，

揭露这种丑恶现象， 不仅是

提醒学生及家长不要上当受

骗， 也是郑重警告某些培训

机构不要昧着良心骗钱。 可

以说， 这给某些培训机构和

家长、学生上了一课。

由于在校内评优、 升学

考试方面，“隐形加分” 现象

仍未杜绝，所以，不少培训机

构变成某些学生赛事的“寄

生虫”，通过提供针对性培训

来获利。 但并不是每项赛事

培训机构都有机可乘。 比如

叶杯系列赛事的省级决赛、

全国总决赛， 均由大赛组委

会统一命题， 考完后才会公

布试题， 任何培训机构在开

考前无法知悉考题内容。 叶

刚的痛斥及叶杯赛全国组委

会发布的声明， 揭穿了某些

培训机构蒙骗学生的把戏。

当然， 组委会有必要追究骗

子的侵权责任， 受骗的学生

及家长也应当报警。

此外， 叶刚的痛斥对学

生及家长还具有双重提醒作

用。 一方面，提醒人们不要相

信个别培训机构关于“保奖”

的承诺，如果遭遇欺诈，应当

果断维权。 另一方面，“叶杯

赛不卖证” 也是在间接提醒

广大学生和家长， 凡是卖证

书的赛事， 都没有任何公信

度。 近些年来，不少家长为了

让孩子走“捷径”，通过获奖

加分以达到升学目的。 虽然

花钱拿了一堆获奖证书，但

这类证书并没有“含金量”。

希望家长们理性看待各

种学生赛事。 一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明确规定，严禁以各

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

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二

来，即便是业余爱好，对于以

赚钱为目的的参赛培训和赛

事，都要保持警惕。 另外，各

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也要积极

引导。 对于培训机构违法违

规行为， 以及某些学校招生

“隐性加分”行为，监管部门要

严厉打击。 ◎

张海英 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