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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新时代的新荣光
永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一定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
铸就新的辉煌

■画里有话

■街谈

■洞见

□安华祎

日历再次翻到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
党成立 99 周年。重温入党誓词，共忆入党初
心，铭记奋斗历史，展望光辉未来……这一天，
全区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庆祝活
动，为党的生日献礼。

99年风雨砥砺，99年沧海桑田。从南湖的
一叶扁舟，到巍巍中国号巨轮，党的奋斗历程告
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
利的根本保证。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
水。当前，对冲疫情影响、引领经济发展、破除
改革阻力、激发创新活力，哪一项都不是轻轻松

松就能实现的。越是这样，越需要锻造更加坚
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永葆人民政党的生机活力，
激发走向未来的巨大力量；越需要 9000多万党
员勇担使命、奋发有为，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不负历史重托，在新时代续写新荣光。

续写新时代的新荣光，离不开奋发有为的
激情。接近目标的冲刺，既需要一鼓作气的干
劲，也需要咬定青山的执着。党员的精神风貌，
决定着党的形象和状态。疫情防控中主动请战
的白衣天使吕金艳，扎根草原 40多年的改革先
锋廷·巴特尔，全心全意带领大家走致富之路的
扶贫干部解良……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争分夺
秒，在改革创新最前沿奋力争先，在脱贫攻坚战
场上闯关夺隘，北疆大地上无数共产党员正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时
刻保持“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的斗

志，挺起担当的宽肩膀，练就成事的真本领，才
能在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面前无所畏惧，才能有
力推动我们的事业一往无前、一路凯歌。

续写新时代的新荣光，需要激发精神信仰
的力量。中国共产党 99 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
明，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
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走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没了围追堵截、战火烽
烟，少了枪林弹雨、生死考验，有一些党员干部
丢弃了理想与方向，忘记了信念和担当；一些党
员干部崇尚“实用主义”，把权力变成谋私的工
具；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感情淡漠，习惯高高在
上，割裂了血肉联系……守住信仰的城池、保持
精神的旗帜，需要我们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不
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
断在新征程上激发信仰的力量，不断在解决问

题中实现自我超越，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

续写新时代的新荣光，人民是我们的最大
底气。“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
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
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无
数的担架、推车，述说着亿万人民和共产党的鱼
水情深、血肉相依。时至今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依然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
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牢
植根人民，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不断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把蕴藏于人民之
中的洪荒伟力激发出来、汇聚起来，任何艰难险
阻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志士惜日短，奋斗路正长。2021年，我们将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千秋伟业，百
年只是序章，还有更多胜利等待我们去夺取，还
有更大使命等待我们去完成。永葆共产党人的
奋斗精神，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一定能在历
史的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铸就新的辉煌。

□戴先任

针对道路停车费欠缴、拒缴等问题，上海
将统一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模式，对欠费的停
车人实现跨区追缴，还会将停车欠费、逃费记
录到个人征信系统。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陈欢燕
呼吁健全完善停车费用追缴有关规定，加大
对欠费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建立停车信用
奖励和联合惩戒机制，将停车人的违法行为
记入信用信息系统，严重的可以进行公示、惩
戒。其实，早在 2012 年上海市政府就颁布了

《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库）管理办法》，但这一
规定最终流于形式，因为公司没有执法权限，
导致仍有部分车主欠缴、拒缴停车费等现象

出现。
此次上海统一道路收费管理模式，欠费逃

费将被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并非是对过去的重
复，也定能避免重蹈覆辙。首先，随着征信系
统的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将成为现实，
现在比过去更有底气对失信人说不，也能对失
信人形成有效惩戒。其次，此次将欠缴停车费
纳入信用管理，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注重部
门间的协同作战，对不按规定支付停车费的行
为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形成将道路停车欠费情
况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录入规则和实施
步骤，能够对欠缴停车费的失信停车人实行有
效约束，避免规定再沦为一纸空文。

当然，停车欠费、逃费记录到个人征信系
统的规定要落实，但也要避免被滥用。信用
社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停车欠费纳入个

人征信系统对个人影响太大，一定要慎用这
一“武器”。笔者认为，将失信人纳入个人征
信系统应是“杀手锏”，对它的使用必须慎之
又慎，遵循审慎的原则，避免打击扩大化。比
如，有的停车人并非故意逃费，有的停车人对
于欠费并不知情，这些情况在执行过程中需
要认真考量；再比如，应当给初犯以及情节较
轻的失信者一个改过的机会，只要在规定日
期内还清欠款，就不纳入征信系统，而对于那
些屡次欠费甚至恶意逃费的停车人，则要尽
快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以示惩戒。

最后，在做好停车欠费入征信的同时，也
要进一步规划化停车收费管理，解决好城市

“车多位少”的问题，让有车一族都能更加方便
地停车。唯有做好做优停车服务，对于停车欠
费、逃费等行为的惩治才能更加理直气壮。

防止停车欠费入征信被滥用

□范景萍

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近日接二连
三地曝出好几起：聊城的王丽丽，冠县的陈春
秀，济宁的苟晶……其实，这三人也并非个
例。据媒体报道，仅 2018年-2019年，山东省
就发现了有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入学。

6月29日晚，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了
山东聊城市冠县、东昌府区两起冒名顶替上学
问题调查处理结果及相关情况，共计46名相关
人员被处理，其中两名顶替者陈艳萍、陈伟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对于苟
晶反映的问题，工作专班正与济宁市一起开展
调查，调查结果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对于反映
山东省“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的问题，工
作专班也正在逐人逐件进行调查处理。

决定命运的高考被别人顶替，意味着命运
被顶替；242人被冒名顶替，就意味着有242个
人生被改写！偷人钱财是盗窃罪，抢人钱财是
抢劫罪，这类损失有量可衡、罪行有法可依。但

对于高考录取名额被冒名顶替者来说，如果能
换，他们宁肯被偷、被抢。因为前者只是损失财
物而已，而高考录取名额被偷被抢，则是心灵的
伤害、人生的伤害、命运的伤害。失去钱财还可
以挣回来，而失去改变命运的契机、实现理想的
平台，人生就被打入另一条轨道。

和盗窃、抢劫钱财相比，盗窃、抢劫高考
录取名额兵不血刃，但却更狠更痛，是一种笑
嘻嘻的狰狞，是风平浪静的不公，更是无臭无
味的血腥。正如《人民日报》署名微评所说
的：中高考冒名顶替无法无天，欺人太甚！对
社会空气的污染，也有更毒辣的成分。

古人有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这
话还不甚准确，应该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使
人活得不愉快、幸福指数低下的原因，不是损
失了利益，而是损失利益的原因；不是因为遇
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是因为处理这问题
方式的不公平。一个人粗心大意丢失 100 元
不会生气，而被人摁住抢走 100 元会很生气；
高考落榜不会太生气，但录取名额被人抢走
会很生气。人心呼唤公道、渴望公平，众怒难

平、愤愤不平，根源就在不公。
网上每个冒名顶替新闻的后面，都有铺

天盖地的跟帖评论，明显感到那四个字：愤愤
不平。针对有的文章中说这种现象是个例，
有网友评论：“一个又一个个例！”字里行间透
出对高考中考中形形色色舞弊的担忧。笔者
认为，网友的这种担忧很合情理，面对一倍之
利有人会流着汗干，面对十倍之利有人会流着
血干，面对百倍之利有人会提着脑袋干。在规
划人生、决定命运的高中考上，挖空心思、削尖
脑袋想“幺蛾子”的人不会少，利用职权和便利
条件偷摘果实者也有的是，因为和违法成本相
比，冒名顶替这事的“红利”实在太过诱人。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
防范和纠正什么。教育公平，也应如此。以冒
名顶替手段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事例之所以
一再发生，与司法对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不利有
关，而司法的不作为，又与立法上的根据不足
有关。所以，我们除了要依法处理相关责任
人，也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解决人民群
众关心的问题，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法律之鞭 虽远犹及

■来论

□吴桂桃

“分明是让大家提意见，怎么就成了‘不讲
规矩’了呢？”某机关干部王某深感委曲。原
来，该单位开会讨论表彰方案，李某发现其中
有两人受过党纪处分，尚在处分影响期限内，
便提出质疑异议，以致该方案当天未能通过。
会后，王某也被分管领导训斥：“不该当众‘揭
短’，让领导下不了台”“捅自己单位‘娄子’，不
讲规矩”。

因在会上揭短，点中工作业务“瑕疵”，由
此招致领导的训斥，机关干部王某似乎并不冤
枉，确实是“捅自己单位‘娄子’”，让业务科室

“出丑”，让分管领导“难堪”，被领导批评似乎
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情理”是个别领
导的情理，而非整个单位的。

试想，倘若王某发现表彰方案问题而“装
傻”，甘愿充当好好先生，不去及时揭露问题，
不担心造成更大的影响，让表彰方案“带病表
决”“携病过会”，会是什么后果呢？显然这样
做王某自己不会挨批，但却会让单位陷入更大
的麻烦中。错误已经存在，即便是王某发现了
不说，不代表公布后其他人同样也会发现了不
说。如果让错误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公布，反倒
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有意见要当面提，发现问题会上说。王某
的遭遇折射出个别干部缺乏听“异见”的虚心，
把征求意见当作“走过场”。其实，召开会议研
究方案，就是查找问题，需要听取意见建议，要
容得下“异见”。因为“异见”正是方案的“短
板”，或是预见所不达之处。虚心接受“异见”，
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早修改弥补方案，避免

“小病成痈”。站在大局上，提出“异见”者不但
不应该被训斥，还应受到表扬。

善听“异见”是官德涵养。智者千虑，必有
一失。在决策部署过程中，难免考虑不周，这
就需要集思广益，特别是对反对意见和问题诤
言，更要注重收集归纳、对照检查。唐太宗时
期，谏臣魏征常常直言进谏，有时让李世民也
下不了台，但却修正着他的不少谬误，成为一
面文治武功的镜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多饮“良药”常听“忠言”，于领导干
部而言绝非坏事。

善听“异见”营造清明。老一辈革命家陈
云曾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为官
理政，最忌刚愎自用，最怕听不进诤言。有的
领导习惯“谄谀之言”，把提出“异见”者视为异
己，让干部不敢提意见，甘当“收恩避怨”的好
好先生。敢于直谏，勇于提出“异见”，方有担
当与格局。恰是直面提“异见”者，让决策更加
完美，让工作少走弯路，使贯彻落实减小失误，
这才是对组织的忠诚所在。

善听“异见”是涵养

□丁家发

日前，由中国副食流通协会等联合发布的
《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儿
童零食营养健康和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零食的专门标准，
也是首个关于儿童零食的标准。

近年来，儿童零食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重
视。面对添加剂多、高油高糖、三无产品多等
儿童零食市场乱象，家长们十分担忧。笔者认
为，“儿童零食标准”从源头上消除了食品安全
隐患，保障了儿童舌尖上安全，但还需要将标
准强制性落实下去，以便取得实效。

儿童正是长身体阶段，需要各种各样营
养。毋庸讳言，市场上的有不少儿童零食多为

“垃圾食品”，有不少还是三无产品，营养价值
非常低，经常食用会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但
由于没有专门的标准，执法部门也缺乏查处依
据，儿童零食乱象一时间难以遏制。

为了让儿童零食吃得放心，使儿童零食更
满足营养需要等方面的消费需求，首个儿童零
食标准的出台，无疑给执法部门查处提供了具
体的依据。《儿童零食通用要求》根据不同年龄
段儿童的生长特征，确定不同的重点营养素需
求。这一标准还提出儿童零食所使用油脂不应
含有反式脂肪酸，不能使用经辐照处理的原料，
少添加糖、盐、油，规定氯化钠、蔗糖、脂肪的限
值，产品的组织形态不能有明显尖锐突出物，产
品口感不崩牙等。可见，儿童零食标准让垃圾
食品走开，不仅从原材料、生产等源头上严格规
范，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还让儿童零食符合不同
年龄段的营养需求，将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食品最重要的是安全，无论是食材选
择、产品配方，还是生产工艺，乃至包装，都应以
对儿童安全为前提。不过，令人担忧的是，虽然
有了儿童零食专门标准，但如果落实起来困难，
就可能成为“纸上标准”。因此，儿童零食标准
有必要强制性落实，一方面，质量监管部门要在
原材料、生产等源头，按照标准严格把关，绝不
让一个不合格的儿童零食产品流入市场；另一
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要在严厉打击三无零食的
同时，对市场上不符合标准的儿童零食坚决取
缔，维护市场秩序，净化儿童零食市场空间。此
外，家长也要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和鉴别能力，抵
制三无零食，不购买劣质、假冒和不符合标准的
儿童零食给孩子食用，让黑心商贩无机可乘。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是社会各方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期待在社
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儿童零食标准能强有力
地贯彻落实下去，让儿童舌尖上安全无忧，真
正让家长放心。

儿童零食有标准
家长才能更放心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近日发布《关于做好精准健康管理推进
人员有序流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科学划分疫
情风险等级，精准划定防控区域范围至最小单
元（如楼栋、病区、小区、村组等），及时采取限
制人员流动、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综合防控
措施。对在常态化防控措施之外附加其他不
合理限制要求的，要立即予以纠正，对造成恶
劣影响的典型案例，坚决依法查处，并通过媒
体予以曝光。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既需要科学

防控的态度，也需要实事求是的“尺度”，更需
要众志成城的“温度”，但不需要“一刀切”妨碍
社会经济恢复的“失度”。

6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规定》明确，对于涉及食品药
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
等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
群体性事件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这一要求，促使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并做好相关应诉准备工
作，有助于妥善地化解纠纷。

——据人民网
锐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比率整体不

高，一些行政机关不理解、不配合出庭应诉
工作时有发生……民告“官”不见“官”是当
前行政诉讼面临的问题。《规定》的发布有望
让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前不久，2020年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
津开幕。与往届智能大会明显的不同是，本届
大会采用了“云办会”模式，让观众和嘉宾足不
出户便可享受到“智能新时代”的便利。这种
办会模式的实现，有赖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

“云”的力量。其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云”的力量在多个领域都得到凸显，为助力我
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加快复工复产发挥了
重要作用。

——据央视网
锐评：强劲的“中国云”不仅对抗疫作出了

巨大贡献，也让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发
展。

6 月以来，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发生洪涝
灾害。洪水漫过江堤，农田村庄受淹，城市
街区内涝，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
胁。迎着滔滔洪水，人民子弟兵再一次顶了
上去，逆行冲锋到抢险救援一线，担当起中
流砥柱的重任。战士们昼夜奋战，泥巴裹满
裤腿，汗水湿透衣背，双脚泡得肿胀……风
雨中，这些不知疲倦的官兵，奔波于解救被
困群众、发放生活物资、清理街巷淤泥等各
项工作。

——据《人民日报》
锐评：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

谁，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兵致敬。

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路边等车，一辆
轿车从他面前的积水里呼啸而过时，水花溅了
他一身。男子找司机理论，对方不予理睬，报
警后，司机被处罚款。机动车行经积水路面溅
湿路边行人这种现象，很常见、是普遍现象，但
这并不等于就是正常、正当操作，更不等于这
就是合法合理行为。

——据《新京报》
锐评：从法律角度说，从文明驾驶角度讲，

机动车碾压路上积水溅湿路人被处罚款，一点
也不冤，这种处罚对广大机动车驾驶员也是一
种警示。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
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
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近日，东莞图书
馆一张署名为“湖北农民工”的离别留言图
片刷屏了，真挚的内心独白，让无数网友为
之动容。令人欣慰的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下，他找到了一份环卫清洁工作，往后又能
常来看书了。

——据《人民日报》
锐评：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既需要个

体自觉，也需要城市管理者努力：打造更多阅
读空间，让城市氤氲书香，从而涵养全民阅读
的土壤。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能不能转让？淘宝店铺能不能流转、继承？……互联网时代，我们有了越来越多
的虚拟财产，如何依法保护这些虚拟财产？不久前通过的民法典在“总则”部分明确提出“虚拟财产”的概
念，指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霸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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