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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万象
● 漫评天下●

最近，记者在南方某省采
访，一位民营企业家反映“花
费一辈子心血研发，可是优于
国外的产品并不好卖。”创新
驱动是我国发展的战略之一，
政策重视前所未有，然而一些
企业自主创新成功后，却卡在
市场推广上。碍于各种“玻璃
门”隐形障碍，创新信心受阻。

身份歧视是一种“玻璃
门”。部分地方政府、国有企
业在招标、项目审核中“重公
轻私”，甚至更相信“洋品牌”，
不愿尝试国产新品牌。不仅
如此，还设置形形色色、大大
小小的门槛，导致一些创新产
品推广频频遇阻。

政策不完善是另一种“玻

璃门”。例如，一家企业苦心
创新产品，被相关部委认定为

“可替代进口技术”。本以为
可以在市场上与进口同类产品
公平竞争，却发现依照老政策，
地方对于企业引进这种进口产
品是有补贴的，而本土企业研
发的这种产品却没有优惠政
策，市场竞争力打了折扣。

鼓励创新，必须尽快找
出、拆除消磨企业家创新热情
的各式“玻璃门”。相关政府
部门要在创新产品的推广中，
完善和细化优惠政策，打通

“肠梗阻”，打破身份歧视；尽
快调整不合理政策，避免因政
策滞后，令创新产品遭受不公
平待遇等。

12日正式入伏，暑热难耐，不少地方开启
“烧烤模式”。诸如“本市气温接连突破历史
极值”“再度提升高温预警等级”的新闻不绝
于耳。“原想空调wifi西瓜，却热得差不多能
出锅撒把葱花”的调侃，更让人忍俊不禁。

可调侃终究是调侃，酷暑还得认真应
对。铁路罐车熔接工、空调安装工、道路养护
工、室外建筑工、送餐快递小哥等职业人群，
无不是头顶烈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对高温
下的劳动者而言，更多落到实处的防暑降温
措施才能带来真正的清凉。

一些清凉之策已在路上。中华全国总工
会日前下发通知，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工
作时间，适当减少高温时段作业和减轻劳动
强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从7月3日起，
开展为期一月的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
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用人单位是
否遵守高温津贴规定被列入重点检查内容。
此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四家单位还曾制
定过相关办法，对高温户外工作时间、劳动工
资和津补贴等做出规定。

但清凉之策从纸面落到地面，还需再加
一把劲。这背后既要有常态化的工作部署、
督查检查，还要激发基层劳动者挺直腰杆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底气。一段时间以来，以
高温津贴为代表的防暑降温措施，被一些用
人单位轻视、忽视，甚至无视。有的劳动者不
了解高温停工、高温津贴等待遇，即便知悉一
二，也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意见。

好规定遭遇落地难的背后，折射出部分
用人单位不正确的人力资源观念。这种观念
说到底，是对劳动者的不尊重，对生命的不尊
重。同时说明基层人社部门、工会组织等机
构尚需形成合力、积极作为，倾听普通劳动者
的呼声，加大普及相关劳动权益知识的力度，
矫正部分用人单位的错误观念，从而真正为
普通劳动者在酷暑中撑起一片阴凉。

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无数劳动
者辛勤的汗水与付出。应对“烧烤模式”，还
需更多清凉之策，更需将好政策落实到位。

共享单车在方便市民绿色出行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治理上的难题。最近，
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发展。

此次意见稿中，共享单车正式更名
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其中明确要求
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鼓励运营企
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同
时，提出加快共享单车服务领域信用记
录建设，对企业和用户不文明行为、违法

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鼓励企业共享
信用信息。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已为共
享单车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大限度
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商
品包括单车、雨伞、充电宝等参与到共享
经济中来，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和良好
体验，显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也
出现一些问题。

此前，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
市先后出台了地方性指导意见或征求

意见稿。但这些意见未能得到落实，一
些单车企业不按规定投放、用户无序停
放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一些专家指
出,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属地管
理，加强服务，根据当地实际灵活规划
停放区域，同时接入社会征信系统，建
立惩戒机制，防范其“野蛮生长”。

对于共享单车企业，也要自律。
遵守入驻城市相关规定，规范投放自
行车地点和数量；对于总额巨大的押
金应专款专用，主动接受监管；在此基

础上，配合政府部门对违禁者限制使
用。

对共享单车用户来说，在享受便利
的同时，需要加强自律，文明用车、安全
用车、规范停车。

“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律下的自
由。”无论是作为监管者的政府部门，还
是共享单车企业或用户个人，只有多方
使力、共同协作，用法律法规约束各自行
为，才能使共享单车有序发展，促进绿色
出行蔚然成风。

共享单车有序发展需多方使力
○魏一骏 潘晔

寒门再难出贵
子，是真的吗？
新闻：寒门还能再出贵子吗？北

京文科状元的一句“农村地区的孩子
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让无数人陷入
焦虑。最近，一名河北农村考生以
684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预录取，这
位双亲患病、家庭贫困的农村男孩用
实际行动证明了“寒门贵子”并非水
中之月。寒门学子要想成功，看的是

“命运”还是“奋斗”？

@薰风入弦：寒门难出贵子，不
代表不会出贵子，但是不可否认寒门
出的贵子要少得可怜，不要说答题
了。这点就能看出寒门出贵子多么
难了！

@只有宇宙是永恒的：我儿子明
年该考大学了，他在学校重点培养的
宏志班，数理化成绩特别好，就是语
文和英语不行。我常年在外打工，他
妈妈是文肓，如果从小换个环境，英
语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呢？

@二两馒头：还是推动教育资源
分配公平这个老议题，高考对穷人孩
子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首先要保障高
考的公平公正。还可以给贫困地区
多建一些图书馆，给孩子们的学校装
电脑，教师质量不够好还能上网课。

@慕实麻麻：教育资源是一方
面，更重要是提高家庭收入啊。收入
分配更公平些，寒门就少一些。不管
条件优越的孩子站在多高的起点，都
不能成为起点低的孩子自暴自弃的
理由！唯有更加坚定地不断努力和
奋进！

遏制
广东省财政厅近日

印发《关于开展整治潜
入地下公款吃喝工作的
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潜入地下公款吃喝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通过
进一步规范公务活动支
出，加强制度建设和监
督检查力度，遏制由地
上转地下、由公开转隐
秘的公款吃喝行为。

大巢 作

最近，有关共享单车的新闻在网络
上很火。比如有的市民给单车加上自己
的锁，共享秒变私享了；有的干脆重新喷
漆装上儿童座，巧取豪夺地侵占了……

一句话，可怜的共享单车，纵使三
头六臂，似乎也难逃多舛的厄运。

事实上，共享单车的好处，自然无
需赘言。一则，方便了市民出行，解决
了短途交通的不便问题。二则，绿色环
保，健康低碳。颜色醒目的共享单车，
在路权均衡的城市，简直是现代文明的
一道风景。三则，朝阳产业，创新引
领。APP 加持的共享单车，在互联网+
新技术的引领下，开启了产业竞发的另

一片蓝海。
顶层设计叫好、市场也很叫座，但

就是这样的共享单车，在一些城市却成
了谁都要咬一口的唐僧肉。

这样的尴尬，当然要话分两头来
说：一方面，单车运营方的防范技术亟
待升级，因为指望市民自觉来捍卫共享
单车的完好无虞，这有点过于单纯。
GPS定位等技术，也许比抽象的人性考
验更值得信任。另一方面，它也确实反
映了城市文明在局部“微循环”中的沉疴
与积弊。共享经济模式翻新，与技术文
明和人文精神难舍彼此。如果各自为
私，缺乏公益与公共的边界，共享经济再

好，恐怕都会被找到“薅羊毛”的漏洞。
对于共享单车运营方来说，面对居

高不下的被盗率、损毁率，是该想想技
术性的办法：既让单车更强大、更结实，
也让单车时刻处于轨迹监控之下。不
能因为运营成本和硬件成本的掣肘，而
放任共享单车处于粗放发展的阶段。
于此而言，花钱打补贴战、广告战，不如
真金白银“武装”好每一辆共享单车。

对于共享单车使用者来说，私自改
装或侵占共享单车，这哪里是什么道德
文明问题呢？这是赤裸裸的违法犯
罪。不爱护共享单车的，可以道德教
化；将单车据为己有的，警察就该及时

出手了。希望运营方与地方执法部门
能严肃偷盗损毁共享单车行为的惩戒
与责罚——起码《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要及时为共享单车的平安畅行兜底撑
腰。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对共享单车
“乱停乱放”等问题，应及早纳入城市管
理的范畴当中。各地政府与共享单车
平台还应尽快“牵手”，制定共享单车管
理规范，建立单车使用诚信系统，对违
规停放、而已破坏公共秩序的用户进行
处罚。

治霾又治堵的共享单车，要骑稳骑
好，看来还要各方真下功夫、多下功夫。

骑稳共享单车，何止要点共享精神
○邓海建

空转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

求，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
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
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
律不发。但有的地区和部
门，仍然热衷于发文件，甚
至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的
情况。这种文牍主义政风，
是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
际、不负责任的表现。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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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创新推广中的“玻璃门”
○王正忠 张紫赟

武汉市交管局近期将出
台一项新举措：查获醉驾的一
律将“同车”、“同桌”人员送

“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 1
小时深度教育。据悉，这是武
汉市交管首次进行的尝试。

进行现场教育与送入“醉
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1小时
深度教育，名义上虽是教育，但
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是在

“法无授权不可为”被越来越多
地提及的当下，这种“教育”容
易触发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民众越来越懂得以法律
规范维权或者辨识越权，是一

件好事，这也是对依法执法者
与依法行政者的一种约束。
与此同时，人们也应明白凡事
不能教条。比如，“法无禁止
即可为”，用于激活创新思维与
鼓励拼搏实干是有益的。但若
理解为“法律没禁止乘坐醉驾
者的车辆，就可以坐”，难道不
是一种谬误？酒驾与醉驾不光
对驾驶员与同车人产生严重隐
患，还会对其他社会车辆与行
人构成严重威胁。在酒后驾
车、明知酒驾不劝阻的问题上，
我个人倾向从严处理。生命只
有一次，安全容不得侥幸。

赞成“教育”醉驾者同伴
○小蒋

本报讯 通讯员周文娟报道：
自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嘉鱼
县审计局扶贫工作队开赴帮扶村
鱼岳镇方家庄村，开展精准帮扶，
措施得力，成效显著。

该局工作队进驻方家庄村后，
配合村两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

研究，实施产业帮扶，鼓励贫困户
发展家庭产业，对发展产业达到
一定规模的贫困户无偿给予
3000 元-5000 元资金援助。帮
助指导三户贫困户养鸡、养猪和
稻田养虾，联系养殖专家对贫困
户进行培训、指导，提高贫困户的

养殖技术。促进村民土地流转，
联系企业租用农民耕地，种植大
棚西瓜 320亩，聘请贫困户参与
种植管理，村民每亩耕地获年租
金收入 1500-1600 元。积极联
系当地企业，就地解决贫困户10
户10人的就业问题。

嘉鱼审计产业帮扶助推农户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