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司小勇 陈凌

FUYANG DAILY

12

下期主题：
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下期邀你围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八个方面，谈谈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和建议。截稿时间原则上为12月13日。

■评论必须是原创。一经使用，稿费从优。投稿地址：QQ（12062980），邮箱（12062980@qq.com），微信（sxy13968193919）。投稿时请注明姓名、联系方式、地址。

补上短板 兑现同城待遇承诺
□章宇

早在 2009 年，富阳就启动推进
公交一体化工作，至今已累计收购
处置客运车辆 307 辆，但目前仍有民
营农村客运车辆 312 辆。有人戏称，
城区公交和农村公交就像是“正规
军”和“杂牌军”的关系，农村公交越
来越相形见绌，不堪重任，亟待“整
编”。

首先是车型。城区公交大部分
属于低底盘、仅有一级脚踏板的城市
巴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上下
车；动力方面，纯电动、LNG 天然气
等新能源车型轮番上阵，符合节能环
保的趋势；车头车尾的电子显示屏则

清晰地标明了线路编码和终点站，有
利于候车乘客快速识别。反观农村
公交，仍有不少老旧中巴车，车身常
年被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搞的

“灰头土脸”，满是沧桑感；车况更是
不敢恭维，部分车辆的排气管经常冒
出滚滚黑烟。

其次是票价。除涉杭的公交线路
外，城区公交的票价普遍为 1 元或 2
元，70 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同
时，还能够通过刷IC卡、刷支付宝等

“时髦”的方式支付车费，并且即将全
面享受优惠票制带来的折扣和换乘优
惠，非常贴近普通百姓的出行需求。

而农村公交的票价目前大多在5元以
上，高的甚至达到8元、9元，且仍然只
能支付现金，既不便宜，也不方便。同
样是每天乘坐公交上下班，农村公交
的花费是城区公交的好几倍，让乘客
觉得“很受伤”。

最重要的还是服务。在公交公
司的统一管理和严格要求下，城区
公交的服务相比以前已经有了质的
飞跃，极大地改善了乘客的乘坐体
验。班次合理、线路优化、停靠规
范、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不少公
交站还有实时显示公交轨迹的电子
显示屏，让乘客在等待时不再那么

望眼欲穿。这一切，目前的农村公
交都还不具备，亟需改变，亟需升
级！

好消息是，城乡公交一体化已经
越来越近了，并且有了明确的时间
表。最晚至明年 6 月底，将实现农村
公交全部纳入近期新成立的“杭州市
富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进行运营。
到那时，“整编”后的农村公交也将成
为“正规军”，具备目前城区公交的各
项优势，公交“同城同待遇”的福利终
将向每一名富阳人兑现。对此，我们
充满了期待。

公交一体化
明确时间表

今年 10 月 30 日，杭州市富阳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授牌成立。

富阳区公交一体办前期已完成农村
客运车辆确权登记、风险评估、座谈会、意
见建议收集梳理答复等工作，绩效评估工
作也已基本完成，计划今年底前将现有国
有线路、车辆等纳入新公司统一运营；
2018年6月前，由新组建的运营公司作为
收购主体，完成民营农村客运班线收购，
实现全部国有化一体运营。

此外，富阳将按照新公司、新线路、新
票价、新服务的要求，对所有新规划的公
交线路票价将进行合理定价，并推出优惠
政策，真正体现公交一体化为百姓带来的
实惠和方便。王怀申/绘

治污当集众力 长效需觅源头
□小慧

曾几何时，富阳一度依赖高耗能高
污染产业，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
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在过度消费生态环
境，造成了各类环境污染；部分企业过
于简单粗暴地计算成本收益，对排放与
运输中造成的社会环境成本忽略不计，
让《富春山居图》失色不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治理污染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第
一步，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富阳在推进
大都市新型城区建设过程中，更要凝聚智
慧力量，加大生态保护，严防城乡环境倒

退回潮现象的发生。
源头化解污染源。趁着产业转型

升级的东风，富阳今年进行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拔烟囱”行动，效果立竿见影，
天空多了一抹蓝色，空气多了一丝清
新，曾经周围居民户户闭窗、家家关门
的景象也有所好转。接下来，我们要加
快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信息经济、先进
装备制造等新兴高科技、低污染产业的
引入，逐步扭转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
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源头防控，推进
绿色发展。

看准结症开方子。富阳当前最主

要的污染有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建
筑垃圾污染等。同样是水体污染，有
的是企业违规操作、污水直排导致，
有 的 是 因 为 生 活 垃 圾 随 意 乱 倒 造
成。针对违规企业，我们要加大检查
力度，顶格处罚，形成不敢污染的氛
围；针对个人卫生意识差的现状，我
们要借助“五水共治”“清三河”“剿灭
劣Ⅴ类水”等工作，下大力气整治，加
大 宣 传 引 导 ，改 变 百 姓 生 产 生 活 观
念。而建筑垃圾等问题，则要加强监
管，明确责任，以有关部门为主导，实
现集中堆放，分类处理。同时，严格

控制运输过程中的抛洒滴漏，避免道
路污染。

全民参与共监督。作为社会公民,
如果只指责政府治污不力,却自顾自继
续排污,显然是不恰当的行为。长效治
污，需要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坚持全民
共治，从点滴开始，才能汇聚起为污染
而战的强大合力。

污染治理是一项持久战，需要发动
全社会力量去推动，让我们自觉地加入
到身边环境保护工作中来，共同推进富
阳的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富阳市民期待已久的“公交一体
化”时代终于要来了。

实现“公交一体化”，是政府创新
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的有益探索。就
杭富“公交一体化”而言，从10月31日
至2017年底，将分步推出十大类55项

服务举措——开辟新线、开通通勤线、
定制专线、地铁接驳线、延长服务时间
……这种创新服务举措，正是在政府
主导下，具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就下一步完成民
营农村客运班线收购、实行城乡公交

一体化运营而言，同样需要坚持以百
姓口碑为最终评判标准，围绕群众最
关心的“出行方便、价格实惠”这两个
基本问题，尽最大努力把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通过优化线路站点布局，秉
持公平原则制定票价，保障相应的发

车时间和频次等，真正让“城乡公交一
体化”叫好的同时也叫座。

群众期待的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富阳“公交一体
化”一定会结下丰硕的成果。

坚持以百姓口碑为最终评判标准
□付彪

他山之石

“等信号灯玩手机扣分”看似无情却有情
□郝雪梅

12月起，济南交警启动“抓拍风暴”
专项行动，重点抓拍路口等候信号灯时
看手机等违法行为。12月1日至3日的
3 天时间里，济南市区内共抓拍近 5000
名违法驾驶人，其中八成是等信号灯时
看手机。

在交通路口等候信号灯时，驾驶员
拿出手机玩玩游戏、看看朋友圈，也要
被处罚。最严执法一出，立即引发热
议：管得太宽了吧？太无情的执法，难
道执法就是处罚？不就是想搞点罚款
吗？

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处

罚“等信号灯玩手机”还很新鲜。一般
情况下，大家对于开车时玩手机、聊微
信的危害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有
人还是保留了开车打手机和聊微信的
习惯，但是当警方处理的时候，也都选
择沉默不语，在大家的心里已经接受了

“开车打手机是不对的”理念。然而，对
于“等信号灯玩手机”的危害却没有意
识到，认为这个时候是安全的。

实际上，等信号灯玩手机也存在危
害。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影响了道路通行秩序。等信
号灯的时候，多数情况是车辆十分拥堵

的时候，停在前面的车辆驾驶员，会因
为玩手机玩到“很忘情”，而忽视了对信
号灯的关注，以至于可以通行了，还待
在原地不动，后面的司机鸣喇叭催促
了，还浑然不知，加剧了路口的拥堵。

其二，增加了事故发生概率。比
如，后面的驾驶员看到可以通行了，发
动了汽车，而前面“玩手机的驾驶员”却
没有启动汽车，后面的驾驶员可能撞到
前面的汽车上。而“玩手机的驾驶员”，
还可能因为玩手机失去了正确的判断，
撞到“闯红灯的市民”，从而引发事故。
有交通事故资料显示，在交通路口发生

的交通事故中，“等信号灯玩手机”引发
的事故占据了不小比例。

经过整治，“开车不打手机”已经被
大多数人所认可。但是，“等信号灯不
玩手机”还没有深入人心。济南市开展
最严“抓拍风暴”，表面上看是无情的，
但恰恰是最有情的表达。从查处的情
况看，在交通路口等信号灯玩手机、发
朋友圈、聊微信的情况十分严重，是到
了该好好整治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他
人安全的需要，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

“等信号灯玩手机扣分”，柔情恰在
无情时，这个真的可以有。

主题聚焦·公交一体化 天下快评

“女德班”需反思
事件：11月30日起，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女德班”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男
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女子点
外卖、不刷碗是丧失妇道。”这些言论被曝光
后，一时舆论哗然。

短评：我们在对“女德班”进行口诛笔伐
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土
壤。如果不铲除这样的社会土壤，即便当地
教育部门依法叫停和取缔了，它还会在其他
地方，以其他方式出现。

媒体深入调查采访得知，“女德班”的学
员一般来源于三个途径：一是当事人自己在
别人的推荐鼓动下报名；二是家里父母或丈
夫要求来，目的是恢复“女德”；三是公司企业
把自己的女员工送进“女德班”进行培训。

尽管学员的来源不尽相同，但是毫无疑
问，这三种来源的途径最终都指向了一点，那
就是封建思想依然存在，依然有人想通过“洗
脑”的方式，让女性遵守“三从四德”。而他们
的目的显然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这些女性失
去自我、丧失个性，彻底变为男性的附庸。

所以说，解散或取缔某个“女德班”，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
从自己的思想上、内心深处彻底干净地抛弃
封建残余思想，是对女性发自内心的尊重，是
让“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理念从墙上的标语
变成我们工作、生活中的行动。只有这样，才
不会再有人对“女德班”感兴趣，自然也就没
人去办“女德班”。 （苑广阔）

“八项规定表情包”
也是一种贪腐威慑

事件：12月3日，中纪委推出16款“八项
规定表情包”，表情包一经发布便引发热
议。中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监督执纪信息
处有关负责人表示，12 月 4 日正值八项规定
实施五周年，所以选在这时推出这款表情
包。“表情包的传播方式现场感与代入感较
强，用户体验效果也好，符合广大网友的需
求。”

短评：“八项规定表情包”何以如此受到
关注？其一，显示了反腐倡廉的决心。有问
题并不可怕，只要愿意勇敢的解决问题，只要
愿意真心的解决问题，就能构建社会的公平
与和谐。

其二，呈现了反腐斗争的成绩。截至
2017年10月31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193168起，处理262594人，给予
党政纪处分145059人。不仅成绩突出，还让
我们看到了治理的无缝隙，再小的问题都不
放过。

其三，回应了民意诉求的方向。八项
规定实施以来，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对于民
意的重视，凡是百姓期盼的，就是政府行动
的方向，凡是百姓反对的，就是政府亮剑的
地方。

“八项规定表情包”要能笑到最后。贪腐
官员多些苦楚的表情，百姓才能有更多的笑
容。“严肃话题百姓视角”，是“八项规定表情
包”的最美表达，传播“八项规定表情包”本身
就是一种民意回应和贪腐威慑。

（郭元鹏）

王老吉能延年益寿？
千万别信口开河

事件：12月6日午间，广药集团发布消息
称，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在出席《财富》国
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时宣布：国家 863 计划
研究结果表明，喝王老吉可延长寿命大约
10%。广药网披露的信息称，这一观点得到
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等嘉宾的点赞认
同及全场掌声。12 月 6 日下午，华大基因首
席执行官尹烨发布微博称，礼节性点头都被
炒作，虽然也喝王老吉，但不代表认可此结
论。

短评：那边厢莎普爱思“洗脑神药”事件
还在热炒，这边厢王老吉凉茶又自称可“延年
益寿”，瞬间成为网络热点。

如果李楚源所言为真的话，那大家也别
去费劲强身健体了，天天喝几罐王老吉，就能
延长10%的寿命，轻松又美味，不亦快哉。可
事实真的如此美妙吗？恐怕并不能如大家所
愿。众所周知，王老吉凉茶是一款中草药调
配的饮料，其中的药草均为寻常之物，含量并
不大，但是糖分占比却不小，热量很大。据测
算，一罐王老吉等于10块方糖，并非所谓的健
康饮品，长期大量喝凉茶的话，对身体健康影
响很大。

而且，王老吉凉茶属于饮料类别，根据相
关法规，饮料只有食用功能，并不具备医疗、
保健等功能。显然，李楚源公开宣称的“延长
寿命”属于越界，涉嫌虚假宣传，应依法对其
进行处罚，并责令其公开向公众道歉，纠正错
误违法言行。

虽然广药集团也有药企，但产品差别还
是很大的，王老吉还是应该摆正位置，好好做
饮料就是了，千万别信口开河、随意跨界，以
免砸到自己的脚。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