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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一口唾沫，就能检测出儿童的天
赋，还能知道今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最近，
浏阳市一名家长陈先生就从朋友那儿听说
了这类消息，花费 16800 元，可以做全套的
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商家说能知道孩子的
天赋在哪里，从而有目的性地开发孩子的
潜能。 （经视大调查7月23日）

点点评 明显是测试家长智商

新闻：西安市民史先生遇到了一件可
怕的事情。他的父母住在一栋30层高楼的
底楼，不知楼上谁家的洗衣机从楼上掉下
来，砸进了家中的院子里。幸亏当时院子
没有人，但院子的楼梯铁护栏和地砖都“受
伤”了。楼上住户无一承认。

（华商报7月23日）

点点评 肯定不是洗衣机自裁

新闻：一位女网友发帖说，和小姐妹各
自带着三四岁的儿子一起去游泳。在女更
衣室里，管理员阿姨坚决不让这两个男孩
在里面换衣服。女网友被骂得眼泪都掉下
来了。帖子的评论超过了 10 页，更多的人
认为管理员阿姨做得对。

（都市快报7月24日）

点点评 这回真理在多数人手中

新闻：7月23日晚上11点多，在常德市
鼎城区周家店镇有两名20岁左右的小伙儿
坠入一个荒废五六年的大坑里，大坑里的
积水有四米多深，二人不幸溺水身亡。原
来是3名小伙儿夜里去偷摘西瓜，不料被西
瓜地主人发现，在逃跑时两人不幸跌入大
坑。 （经视焦点7月24日）

点点评 害人害己

新闻：骑电动车带着两名小孩，结果被
交警查到，当告知其不按规定载人要被罚
款 20 元后，谁知这位妈妈来了一句，“没
钱”。更让交警感到无语的是，她让交警把
两个小孩领回去抵罚款，且说了不下5遍。

（扬子晚报7月24日）

点点评 泼皮无赖

据北京晚报

□ 新华社记者 韩洁

7 月 21 日，百家中央部门集中摊开账
本，向社会公开 2016 年决算。这是自 2011
年以来中央本级连续第 7年晒账单。更直
观、更详细的账单彰显民主监督的进步，也
释放出更强烈的信号：阳光下的信息越多，
阴影下的秘密越少，政府就越能赢得群众
信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收入不
仅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要“告之于
民”。要让百姓从政府决算中看出政府把
钱花到哪里去了，进而读出中央部署的重
点支出是否落实到位。这样的监督有益于
帮助政府花好每一分钱。

从今年公开情况看，更多曾被列为“国
家机密”的数据，如“三公”经费、部门行政
经费、公务员工资福利等，被列入公开的账
单，而且更加详细。一些部门给“三公”经
费“晒”明细，将购车费、维修费、燃料费等
分列；一些部门将全年公务接待费细化到
每一餐招待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阳光财政是事关国家民主进步的大
事。近年来我国审计中曝出的各种乱花钱
问题，往往是因为有些支出藏在“阳光照不
到的角落”，出现了虚报冒领、违规套取、转
嫁名目等违规收支行为。

我国目前年财政总收入超过 20 万亿
元。面对如此大体量的国家“钱袋子”，除
了把各项开支约束在制度“笼子”里，更需
要高质量的“透明财政”，强化民众监督，让
腐败和奢靡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中央打造“透明财政”的决心很大、力
度空前。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明确将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放在预算改
革首位；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首次将财
政公开入法，用法治倒逼政府亮家底；正在
推进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更是
推动政府亮出压箱底的全部家当。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前，财税改
革处于关键期，公开只是建立“透明财政”
的第一步。屡审屡犯的财政问题、让人看
不懂的预算仍时有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好发挥人民群众
监督作用，让账单里的秘密越来越少，百姓
的获得感越来越强，政府赢得的信任越来
越多。 据新华社

□ 新华社记者 高敬

从环保部近期公布的数据看，“蓝天保
卫战”上半年的成绩不够理想——338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下降，京津冀
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不降反升，同比上升
了14.3%。

上半年大气污染防治成绩不理想，既
受气候条件不利、工业生产回暖的影响，也
有监测站点上收、监测数据挤出水分更趋
真实的因素。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
的收官之年。从年初开始，环保部就无缝
衔接地开展了一季度专项督查、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督查等，各地在污染治理上保持
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因此，数据反弹
正反映出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
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坚持雷霆手段的同
时，更要注重精准施策，提升治理效果。

牵牛要牵牛鼻子，治霾措施必须更有
针对性。众所周知，秋冬季节，燃煤尤其是
农村地区的散煤取暖一直是大气污染治
理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眼下，北京、天
津、保定、廊坊等地正在加紧“禁煤区”建
设。但一些地方在煤改气、煤改电的改造
中还面临资金缺口大、配套成本高等诸多
困难。怎么保障煤改气、煤改电工程科学
按时完成并有效发挥作用，是亟须解决的
问题。

在治理雾霾方面，很多面上的、容易做
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治理任务大都
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要采取更加精细化
的治理措施。此前各地在大气污染治理
中，规模企业、大型工业企业比较重视，对
于监管难度大、量大面广分布在城乡各地，
甚至隐藏在山沟里的“散乱污”企业则重视
不够。从目前环保部正在进行的强化督查
看，这类企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数量之大、问
题之多完全超出预计。

打赢“蓝天保卫战”，不仅仅是改善一
个个数据和指标，更切实关系着群众身体
健康，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只有采取
更加有针对性的、更加精细化的治霾措施，
才能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秋冬季节
重污染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峰值，早日解决
群众的“心肺之患”。 据新华社

□ 新华社记者 徐博 罗鑫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中，就业
指标是一大亮点：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5
万人，同比增加 18 万人；31 个大城市的城
镇调查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低于 5%。保持
就业向好态势要两手抓，一手抓兜底，一手
抓创新。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个人发展、家庭
幸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当前，我国正
在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
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在这一大背景下，
一方面必须要做好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
困发展中的职工安置工作，另一方面必须
加大对新技术引领的新模式、新业态的扶
持力度，创造并巩固新的就业增长点。

兜底，主要针对的是化解过剩产能过

程中，那些就业确实困难、难以通过市场找
到就业门路的分流职工。政府部门要以安
排公益性岗位就业等形式进行兜底，确保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唯有如此，才能确
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今年
推进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工作大约需
要安置职工50万人。有关方面必须强化风
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困难地区、困
难企业和困难职工，紧盯规模性失业风险、
劳动关系处置、社会保险接续、经济补偿发
放等风险点，完善应对预案，妥善化解矛盾
和风险。

创新，主要针对新业态、新动能带来的
就业。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孕育期，新模式、新业态正在快速
成长，产生的新动能在增加收入、促进转型

升级，尤其是保障就业方面，正在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

有关方面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既要进
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又要善于做
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
真正做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为新业态、新动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对创新带来的新的就业增长提供制
度保障。

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看到，在未来相
当长时期，我国将始终面临就业总量压力
巨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格局。各地各部
门必须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继续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
力做好就业创业工作，让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更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据新华社

保持就业向好
须既兜底又创新

新闻点点评 ■ 侯 江

账单里秘密越少
群众的信任越多

□ 张丽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旅游条例》将于
今年8月1日起实施，“非法一日游”最高将
罚10万元。日前，北京市消协公布了2017
年旅游消费体验式调查结果，其中，“一日
游”超七成存在强制消费且隐形化特征明
显，旅行社服务令人担忧。

报道中提到，在多项体验中，旅行社的
服务体验最差，问题集中。全部线路旅游
合同签约率仅为 65%，签约率偏低。调查
发现，部分旅行社提供的旅游合同中存在
信息披露不完整、条款内容不规范、隐藏强
制消费项目等问题，交通、住宿与团餐标准
等内容不明确。此外，部分旅行社向消费
者提供电子旅游合同，合同上没有任何形
式的签字程序；其次是部分导游责任意识
较弱、服务规范性较差。调查发现，部分导
游在行程未结束前自行离团，且隐性强制
消费普遍存在。调查显示，在“一日游”和
异地全程体验线路中，部分体验线路存在
强制消费现象，且多为隐性强制消费。合

同中未标明但对行程有影响的隐性强制消
费普遍存在。其中，欣欣旅游网报名的长
城、十三陵一日游中，体验遭遇的强制消费
金额占比高达158%。

曾几何时，“一日游”作为旅游产品中
“小、快、活”的代表，服务了不少游客。但
也正因如此，不规范经营的劣性也特别容
易出现在“一日游”中。据了解，2016 年仅
北京“非法一日游”投诉量就为1612件。

在旅游界，某些不良“一日游”就像是
大街上、楼道里屡打屡不净的小广告。面
对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年以来，多方
齐抓共管，整顿的时候风清气正，风头过去
不良现象就蠢蠢欲动。各类专项治理似乎
总是无法斩草除根，这里面有消费者自身
维权意识不强的因素，也有“非法一日游”
组织者比较分散，不好管理的客观原因。
曾经有媒体分析认为，现有的治理手段难
以戳中“非法一日游”组织者的“痛点”，导
致他们会为了“非法一日游”的低成本、高
收益“铤而走险”。而最新的“条例”终于带
来了一股清风，条例对“非法一日游”给出

了清晰界定，详尽罗列了“非法一日游”的
违法表现，而且对“该当何罪”制定了明确
定量的处罚细则。

有了规矩，就好办事。而这其中的关
键还在于落实。既然在北京市消协的体验
式调查中旅行社的服务最为令人担忧，那
就不妨有的放矢，在新条例颁布施行后，专
门针对旅行社解剖麻雀，把问题研究透，从
而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
还要加强宣传，让民众、旅行社乃至旅游景
点都对新条例谙熟于胸，管理部门对违法
违规现象做到“零容忍”，有所畏惧才能更
好地守规矩。

此外，在清理坏的“一日游”的同时，更
要让好的“一日游”占领市场，实现“良币驱
逐劣币”。正规的大旅行社不妨也放下身
段做做这样的小生意，各级旅游主管部门
更应该做好分内事，对经营者加强引导。
这样几方面一起发力，“一日游”乱象绝对
不会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时不时冒出头
来，伤害旅游市场、侵犯消费者权益。

据北京晚报

□ 新华社记者 潘晔

近日“李彦宏乘坐无人驾驶汽车上五
环”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北京公安交管
部门最近发布通报称，支持无人驾驶技术
创新，但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予以查处，目前
正在积极开展调查核实。无人驾驶技术发
展让人耳目一新，科技创新值得充分鼓励，
但在现有规则和以后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
面前，无人驾驶汽车似乎应该走得更“稳”
一些。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
迭代加速，竞争愈发激烈。无人驾驶作为
人工智能的一项应用，科技成果转化步伐
加快。

对于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在现行规则
和法律下难免会有不适，对于新问题也呼
唤规则和法律的完善。如果原有规则无法
及时适应科技创新的步伐，就可能反过来
制约科技创新。应该看到，科技创新的车
轮不会停歇，规则创新的脚步也需要与时
俱进。

当前，面对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和产业，除完善规则外还要进一步厘清其
中的伦理问题。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保
证乘用者安全”被设计制造者奉为优先原
则，但当出现重大险情时，是该优先保护车
里人还是车外行人和其他车辆乘用者呢？
业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当无人驾驶汽车
面临与载满学生的校车发生碰撞时，无人
车到底该优先保证乘用者安全，还是该牺
牲小我保护校车里孩子们的安全？如果无
法正确回答这道必答题，不能突破伦理瓶
颈，谁也不放心让无人驾驶汽车上路。科
技创新在伦理面前不能“抢跑”，只有很好
解决这道难题，科技创新才能为人类创造
更多福祉。

科技进步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创新
一旦偏离了伦理轨道，后果不可预料。因
此，人工智能必须突出一个“人”字，要用

“人工”去统率“智能”，让“智能”服务于“人
工”，要把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道德原则
转化为人工智能的设计法则，植入到应用
之中。唯有如此，无人驾驶汽车才能一路
顺风。 据新华社

“赶班”
游泳、武术、相声、模特、

钢琴、作文、主持、数学、英语
……今年暑期，山东泰安一名
9 岁的小学生，要在 9 个培训
班之间马不停蹄地“赶场”。
孩子的妈妈表示，花在儿子身
上的培训补习费已近万元，希
望其成为“童星”。妈妈说：

“给他报这么多班，就是为了
锻炼他不怕苦的精神。”

解决“心肺之患”
既要雷霆手段
也要精准施策

无人驾驶汽车
应走得更“稳”一些

“一日游”乱象别成“日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