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A14
停车不挡道
□ 新华社记者 裘立华

加强对春运
“出行套路”
的打击力度，
保障春运安
全，
保护好广
大旅客的合
法权益，
这化
解的是春节
期间返乡公
众的“出行梗
阻”，也是在
打通与破解
“民生梗阻”。

——据新华社每日电讯报道，日
前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
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
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集”
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
的 文 章 ，至 今 已 有 数 十 篇 。 王 青 石
2006 年首次在《银行家》发表散文和
诗歌时年仅 10 岁。王松奇也很清楚
自己这种做法不妥，曾在文章中自问
算不算“以权谋私”。

再也不纠结上哪家了。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北大清华
均发布通告，两校教务部门达成共识，
决定互相开放部分本科课程且互认学
分，其中北大开放 27 课，以人文社科
类课程为主，清华开放 12 门课程，以
理工科为主。此举引发网友热议，不
少网友点赞。

□ 戴先任

过年在即，大批旅客踏上回家路。记者近日走访 “默许”。涉事单位自查自纠，就可能只会是隔靴搔痒，
郑州东汽车站、
郑州中心汽车站发现，旅客在买汽车票
甚至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危机公关”，是敷衍塞责，是在
时被搭售 1 元、
2 元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新华社播
应付媒体与公众，这样就难以真正整改，问题也就难以
发相关报道后，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召开整改
被真正解决。
专题会议，
研究解决具体办法。(1 月 15 日新华社)
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上级监管部门介入，对存在
卖汽车票搭售保险，这并非春运才有的现象，就算
卖汽车票搭售保险现象的汽车站，要能予以相应惩治，
在平时，
一些汽车站卖汽车票搭售保险的现象也较为常
增加他们的违规成本。不能让售票员售票环节成了监
见，但在春运期间，因为客流量大，旅客急于购票回家， 管盲区，要补牢机制漏洞，售票员在售票时，要能规范
一些汽车站售票员抓住旅客的心理，
让搭售保险的现象
操作，还要在汽车站的售票窗口的醒目位置，放置保险
也就变得更为严重。实际上，汽车票本身就含有保险， 销售提示牌，
让旅客能够及时看到等等。
交通部门和银保监会联合规定，由运营公司投保，每张
不能把卖汽车票搭售保险现象当成一个小问题。
车票最低含有保额 40 万元。而购票时购买的人身保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尤其是在春运期间，要保障
险，是一种自愿的补充险，但售票员不经询问就绑定销
春运安全，保护每位旅客的合法权益，就需要让公众回
售保险，
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家的路上少一些卖汽车票搭售保险这样的“出行套
在新华社报道后，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表
路”。而这样的春运“出行套路”并不少，一些不法分子
示将研究解决具体办法，但卖汽车票搭售保险并非一
意图在春运期间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这样的“出行套
时现象，而是不少汽车站共有的“顽疾”，这背后暴露出
路”五花八门，比如像不法“黑车”+“黄牛”揽客、恶意
的是机制漏洞与监管盲区。
抢票软件陷阱等等。
对于这一“行业乱象”，不能只有被动整改，要看
加强对春运
“出行套路”
的打击力度，
保障春运安全，
到，既然卖汽车票搭售保险在一些汽车站成了普遍现
保护好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
这化解的是春节期间返乡
象，可见已经成了“潜规则”，至少得到了领导与单位的
公众的
“出行梗阻”
，
也是在打通与破解
“民生梗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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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2019 年岁末，
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
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一份重要报告通过
审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9年以来，全国各地开始清理整合
各类政务 App、微信工作群，反对“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广大基层干部从手机上
“松了绑”，
“ 感觉手机拿着都变轻了”，
有
了更多的时间走进村子、社区，
和群众面对
面交流。(1月15日新华社)
点评：各类政务 App、微信工作群缘
何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各有关部门互相
“传染”，一方面是某些领导干部刷存在感
的结果。把那些繁杂的务虚工作删除吧，
把手机的内存留给交流、学习和娱乐。
——万红辉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量子”产品骗局须露头就打

扫描
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
自己儿子的作品算不算是以
权谋私？

E-mail:ccwbccsp@163.com

主编/责编 郑福荣 美编 石洋 校对 李微 王勤

保险绑定汽车票搭售
整治不能只靠自查自纠

新华时评

最近，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几起私
家车车主违停阻挡道路，导致被人暴
力损车
“私了”
的情况，
引发社会关注。
1 月初，杭州的一位女士因车位内
的车辆被在通道上违停的一辆车挡住,
一怒之下连撞 11 次后驶离；太原一位
患癌症老人因被违停车辆挡路，
先后联
系 3 天未果，错过专家门诊，最后手持
铁锹怒砸违停车。
这样的行为当然不可取，两位也
有可能因损害他人财物而面临处罚。
但也有不少网友指责这些乱停车的车
主，认为恶意停车给他人造成严重困
扰，
该下力气管管了。
近日重庆一幢高楼大火，
消防通道
被乱停车堵塞，
结果众人把车掀翻。消
防法有规定，
这样乱停行为不仅车主得
不到赔偿，
相反还可能接受惩罚。
但是，个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却缺
乏制约手段。恶意占位往往发生在小
区、停车场内，假如个人车辆被堵，基
本找不到部门能帮助解决。个人所能
做的，就是不断拨打对方的电话号码，
希望车主来把车挪开。
有些车主会在窗前留个联系号
码，有些人则未必会留。双方脾气好
的，见面互相谅解也就没事了。但总
有一些人，并非完全体谅别人，占了
位、失了理，侵害了别人利益，还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甚至一言不合就动手。
当下对恶意占位者存在法律缺位
和管理缺陷。因为恶意占位发生的场
所往往不属于交警管理区域，无法用
道路交通法来惩治，只能内部协调。
双方矛盾升级了，相关部门来也只能
调解，耗时耗力，恶意者也未必受惩
戒，
而被挡者心中怨气并未消除。
要减少占位现象和极端解决方式，
一方面要加大文明教育，
减少乱停车行
为；同时私家车主碰到这样的情况，也
要冷静再冷静，千万别一时冲动“私
了”。另一方面，这种车辆占位确实已
是社会治理问题，
地方和部门应该想办
法加以解决。比如加快探索地方立法，
对恶意占位者加以惩戒；
比如对恶意停
车造成他人困扰的，
可以用信用手段进
行惩戒。多渠道并举，共同努力，有效
减少恶意占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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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打着“量
子+生活”的
产 品 都 是
“耍 流 氓”，
那么有关部
门完全有责
任“ 抓 流
氓”。加强市
场 监 管 ，对
于“伪科技”
欺诈行为露
头 就 打 ，一
查到底。

1 月 14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博士林梅告
诉记者，目前除量子通信应用于金融安全等领域，其他
量子技术都在研发阶段，根本没有应用于民用领域，而
且量子技术对试验环境要求相当苛刻，一般民营企业
根本无法达到，因此标榜“量子”的产品都是打着量子
旗号的虚假宣传。
（1 月 15 日《北京青年报》）
量子力学是 20 世纪人类在物理学领域最重要的
发明之一，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称为现代物理
科学的两大支柱。一些商家抓住消费者崇拜科学的心
理，以及对于高科技的一知半解，纷纷推出量子健康
杯、量子打底裤、量子鞋垫等各种量子产品，自诩采用
先进量子技术，
有益健康。
事实上，目前量子研究主要集中在量子通信、
量子
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并没有进入民用实用阶
段。同时，量子研究一般都依托于有科研实力的机构
或院所，一般民营机构也没有这样的研发实力。面对
记者采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林梅博士，毫不留情地
戳穿商家的伎俩，
“ 打着‘量子+生活’的产品都是骗
局”，
“很多商家说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杯子、
一双袜子就
能体验到量子效应，
是不可能的。
”
这不是专家学者第一次辟谣“量子”产品骗局，然
而“量子”产品在市场上仍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一
方面在于专家权威声音的传播面和影响力有限，除了

□ 张淳艺

一开始的语惊四座，激起一片涟漪，很快就淹没在量
子产品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各种
量子产品堂而皇之地销售，一再被不同的商家拿来炒
作噱头，产生了“三人成虎”的营销效应。一些消费者
一开始并不买账，但见的产品多了，自己也开始动摇
了，进而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进行购买
和使用。
“量子”产品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操作，而是涉嫌
违法，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
规定，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
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还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警告、
没收违法
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
照。而根据《广告法》，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效果的为虚假广告，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
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罚款。遗憾的
是，
“量子”
产品常见，
执法查处却不常有。
“量子”产品骗局，辟谣更要查处。既然打着“量
子+生活”的产品都是“耍流氓”，那么有关部门完全有
责任“抓流氓”。一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对于“伪科技”
欺诈行为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同时，督促电商平台严
格把关，将涉嫌欺骗消费者的产品一律下架，从源头净
化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