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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管代步车还需顶层设计
文/魏善勇
◎热点聚焦
近期， 全国各地针对
老年代步车、 旅游观光车
等代步车存在的安全隐
患， 纷纷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 以努力将代步车纳入
正常管理轨道， 防止数量
庞大的代步车危及群众生

命安全， 扰乱正常交通秩
序。 但代步车的管理在强
调严查严管的同时， 更需
要国家的顶层设计， 为下
一步的管理提供标准和依
据。
老年代步车、 旅游观
光车， 其实 就 是 在 三 轮
车、摩托车的基础上加装

外壳，经过一系列简易改
装而来，动力有电池的也
有燃油的，可谓 是 五花八
门。
由于这些车辆车体单
薄、设计粗糙、质量差、稳
定性差、行驶速度快、保护
措施不到位， 存在严重的
安全问题， 加上这些车辆

长期游离于规范的管理之
外，极易发生事故。
代步车存在严重的安
全问题， 直接威胁人们的
生命安全， 作为监管部门
要从源头抓起， 制定全国
统一的技术标准，在名称、
行驶速度、稳定性、安全防
护性、机件安全性、使用可

靠性上出台明确的标准，
并进行严格的贯彻和落
实， 保证生产出的代步车
符合统一技术标准， 对这
类车辆的生产要进行严
格、规范、有效的监管，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要坚决取
缔。同时，建议将这些车辆
纳入机动车管理， 符合安

全要求的上齐有关牌证，
落实有效的安全教育和安
全管理措施， 收紧代步车
安全管理的缰绳，把好“路
面管控关”、 安全教育关。
此外， 对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车辆，设定过渡年限，逐
步予以淘汰， 以彻底消除
安全隐患。

◎不吐不快

◎读者热评

打通断头路
要敢啃硬骨头

补上家长教育这一课
文/文谦

文/徐剑锋
据《北方新报》报道 ，
为改善路网结构， 全面实
现城区道路的互联互通，
从3月15日开始，首府20条
断头路工程陆续开始复
工，计划6月底全部完工通
车。
打通断头路， 对首府
发展、 民生改善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既然道路建设
中的难题已经摆在那里，
而且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
步， 政府职能部门就应该
拿出“啃硬骨头”的勇气，
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创
新工作思路， 寻求解决方
法。 只要真正把群众的利
益举过头顶、放在心上，针
对道路建设中的疑难杂症
善于对症下药， 并拿出一
抓到底的工作力度， 就一
定能实现“条条大道通罗
马”。
于此而言， 政府职能
部门在对现有断头路进行
调查摸底的基础上， 要分
门别类进行认真梳理、筛
选，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客
观规律来研究并确定建设
计划，明晰责任单位、完成
时限，并拿出“定了干、马
上办、办到底”的信心决心
和工作热情，一天一天盯，
一步一步逼， 集中力量扫
清拦路虎， 一鼓作气实现
最后的目标。同时，还应把
断头路建设置于人大监
督、 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之中， 倒逼责任单位真正
施好力、办成事。
一言以蔽之， 断头路
与便民路只有一步之遥，修
通道路既需要走好群众路
线，更需要对执行不力进行
严厉问责，决不允许出现一
拖再拖的慵懒现象。

不择手段
文/戴先任画/朱慧卿
◎画外音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 当地很多人都买过一
款包装饮用水， 叫佰硒山
泉水，据称，这款水很难得
地富含硒元素， 但很多人
不知道， 这家企业曾将当
地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报
告结果私自篡改， 将硒的
含量夸大宣传了100倍。
将权威部门的检测报
告进行私自篡改， 涉嫌多

重违法， 如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
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这种公然掩耳盗铃的做法
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欺
骗与误导了消费者。
佰硒山泉水私自篡改
检测报告，为了牟利不择手
段，完全失去了底线，这种
行为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严
重扰乱市场秩序，亟待相关
部门介入调查，对这种违法
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只有增

加不法商家违法成本，让不
法商家得不偿失，才能遏制
他们的违法行为。而现在天
气越来越暖和，离夏天也不
远， 饮用水也开始热销起
来，饮用水市场也越来越活
跃， 饮用水市场亟待规范，
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监
督， 避免不良商家趁火打
劫，欺骗消费者。水是生命
之源，保护饮用水安全，让
饮用水市场健康发展，再怎
么重视都不为过。

文/山歌
据《北方新报》报道，3
月18日， 呼和浩特市城环
环卫集团开始对公园东路
的路内停车泊位进行智能
化建设， 这标志着首府首
个智能化路内停车泊位试
点的建设正式启动。
智能化路内停车泊位
在首府出现， 有人看到的
是高科技，有人看到的是
收费，对此可能有不同的
感受。其实，无论是高科
技还是收费， 都是手段，

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缓解
交通压力。私家车的普及
带来的是交通拥堵，停车
泊位难觅。免费的泊位虽
好，但其最大的弊端是难
以克制人们的私欲，容易
造成无限制地占用公共
资源。 泊位周转不畅，静
态交通的压力就会传导
到动态交通上，停车难与
拥堵得不到改善。利用价
格杠杆则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一弊端。增加适当的
成本，可以使车主尽量减
少在市区开车出行，进行

◎百姓话题

小区是我家

呵护靠大家

文/田华全

智慧停车前景看好
◎网友发言

为了增强学校、家长、教师之间的沟通，3月17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小学邀请部分学生家长走
进校园，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感受校园文化，体验校
园生活。（3月20日《北方新报》）
请学生家长到学校里来，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孩
子一起学习和做游戏， 加深了家长对孩子在校生活的了
解和对老师工作的理解。这样的活动有益于孩子的成长，
也是培养学生热爱校园生活、努力学习的一种有益尝试。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但怎样做好家庭教育，
有不少家长往往是不太明白的。而学校教育和家长教育
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组织家长到学校参加活动，一
方面是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是给家长补上一堂怎样配
合老师做好学生品德与学业培养的家长教育课。
把孩子交给学校后还应该怎么做？ 家长们会有许
多想法，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孩子要在学校里，不仅能
学到知识，也要学到做人的道理。在这一点上，老师与家
长沟通与交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十分有利。
家长对学校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对自己的职责，也
要明确起来。与学校老师进行多方面的沟通，做好家庭教
育与引导，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认真地思考，
完成家长教育的任务，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选择性停车，并尽量缩短
停车时间。同时辅以高科
技手段， 收费过程快捷，
减少了纠纷滋生的可能，
而停车效率的提高也可
带动泊位循环速度的加
快。
此次建设的智能化路
内停车泊位是智慧停车管
理的试点之一。 城市管理
渐趋智慧型， 广大市民也
要拿出智慧与之相配合，
理性选择出行工具， 理性
停车，如此，才能让我们的
城市免于拥堵困扰。

连日来，赛罕区昭乌达路街道办工作人员集中整
治金桥各小区环境卫生。（3月20日《北方新报》）
小区业主私搭乱建、圈地栽种、私设停车位，甚至
于将小区绿地改造成私家庭院，内设竹林、小桥、凉亭
等景观。凡此种种行为都违反了物业法，违背了道德
规范，需要集中整治。
小区是我家，呵护靠大家。建设环境优美、治安良好、
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文明社区，是全体业主的共同
心愿。需要凝聚业主的智慧与心血，为改善美化小区环境
尽心尽力。全体业主都要有公民意识，把国家主人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
名公民，不但自己的行为要合乎规范，遵守秩序，还要勇
于、乐于、善于管
“
闲事”，对他人的不文明行为仗义执言、
劝阻疏导，让他们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能这样
做，小区环境、城市文明才会拥有更加厚实牢固的基础。
居委会、街道办在集中整治环境的同时，也要发挥
业主的主体作用，引导业主增强法治意识、责任意识、
公共意识。把小区建成业主安居、宜居和乐居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