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传涛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办事大厅， 见证过去审批事项
中的109个审批专用章被封存。
看到简政放权后1枚公章取代
过去109枚公章的权限，他拿起
一枚作废公章说， 这章做得多
结实啊， 不知曾经束缚了多少
人！（9月14日湖南在线）

综合来看， 封存多余的公
章至少有以下三重价值。

一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
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市
场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
权力要尽可能地让位于社会与
市场，这就需要做到简政放权，
取消不必要的审批权力。

二是，促进反腐，保
护官员。 公章的滥用容
易导致权力寻租， 这是
不争的事实。因此，削减
权力、封存公章，才可能
压缩官员寻租的空间 ，
并杜绝“挟章要价”。

三是， 见证了政务诚信。去
年3月以来， 中央打响了简政放
权硬仗， 砍掉600多项行政审批
事项，“营改增”试水，民营银行
破冰，反垄断“刀刀见血”……松
开那只闲不住的手，比什么“强
刺激” 都来得实惠管用。 近5个
月，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井喷式
增长61%，更是为千万人找到了
人生出彩的机会。这表明，中央
“要让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发展新
动能、民生新福祉”的承诺真正
落到了实处，无疑会取信于民。

当然，封存109枚公章并不
是终点。一方面，存量还需要改
革， 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还
有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新权
力的产生、新部门的成立，政府
加强权力约束仍然任重道远。

邓海建

近日， 哈尔滨一位班主任
因教师节学生未送礼物， 训斥
学生一节课， 随后学生凑钱贴
班费为其买礼物。 该县教育局
通报称， 已令涉事班主任退回
礼金礼物，撤销其班主任职务、
停止其教学工作。此外，该班主
任与校长均被行政记大过处
分。（9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没收到教师节的礼 ，
竟以鄙俗言语、 彪悍姿态活活
将学生训斥了一堂课。 收到停
止其教学工作、 行政记大过的
“罚单”，实在是咎由自取。

教师节刚过，“教育大计、教
师为本”的礼赞犹言在耳，却爆
出班主任因未收到礼物而雷霆
咆哮之事，虽属极端个案，却折
射出值得探讨的公共价值观。

该不该送礼？ 从公共理性

来说，这本来不是个问题。教育
部门耳提面命多了， 老师们也
做足了面子上的承诺。今年7月
份，教育部还专门出台了6条禁
令，禁止教师以任何名义收礼，
狠刹教师失德收礼的不良风
气。 可为何会禁而不绝？ 这里
边，家长主动投其所好的，是为
了孩子好；被迫随大流的，是怕
被老师记恨。不管何种因由，如
果不能约束教师在职务行为中
的权力，“师道尊严”之下，如何
能禁绝家长送礼的冲动呢？

总之，失去了监督，一堂课
到底怎么上，家长不知道；体罚
还是心罚， 孩子不说或不能分
辨，家长还是不知道……这或
许是家长选择送礼求个心安
的根本所在 。这表明 ，要真正
让教师职业风清气正，职务行
为透明 、外部监督到位 ，才是
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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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月10日凌
晨1点，苹果“如约”发布4.7
英 寸 iPhone6、5.5 英 寸
iPhone6 Plus手机，以及智
能穿戴设备Apple Watch。

新闻一出，引来公众极
大关注。一方面，有专家预
计iPhone6及相关产品又
将大卖；另一方面，中国大
陆缺席首发、首批港版机预

约价过万等现象也引来网
友热议。

近年来 ， 苹果在中国
市场的成功有目共睹 。它
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并
改变了多个国内产业 ：手
机、平板、出版、音乐……而
坊间对苹果的评价是：“一
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眼
下，面对“又一大波苹果”来

袭，我们该从它身上学习什
么？苹果手机的安全性能历
来受诟病，这一次，我们又
该如何应对？而摆在消费者
面前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
是 ：iPhone6定 价 如 此 高
昂，我们到底买不买？

本期每周评论，尝试从
这三个视角为读者提供一
些有益思考。

iPhone6来袭，
我们如何面对

科技创新
是市场通行证

欧阳金雨

备受关注的 iPhone6手机，近日揭开神秘面纱。
今年的苹果发布会上，最值得关注的亮点至少有两
个： 超大屏幕和手机移动支付功能。（9月15日华声
在线）

上网浏览、文本输入、阅读新闻、手机游戏、收
看视频……近年来手机的功能可谓日新月异。而大
屏，在这些领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从高端的三
星、HTC，到中端的华为、小米 ，再到低端的荣耀 、
红米，整个智能手机行业都加入了这一潮流，如今
当然也包括了苹果。

这表明，要跟上手机消费潮流，企业唯有不断
创新。

在智能手机的发展历史上，2007年是一个具有
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苹果公司推出了 iPhone手
机，在智能手机市场掀起了惊涛骇浪：在苹果以创
新性的工业设计及软硬件性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用
户之时，昔日行业“老大”黑莓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全
键盘输入、诺基亚也在为自家产品比苹果手机抗摔
而得意，终于在固步自封中痛失商机。适者生存！达
尔文的进化论在现代商业，特别是手机业务领域得
到了生动的展示。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国内的手机生产厂家
创新生产工艺、改革营销策略，不断奋力赶超，市场
表现令人称道 。如HTC、魅族 、锤子手机 、oppo等 ，
市场表现都不俗。特别是今年第一季度，小米手机
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已超越 iPhone。 时尚的外表、可
靠的品质、合理的定价，再加上创新的口碑营销，让
小米异军突起。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致辞
中谈到，“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 靠的都是创
新。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
理创新、模式创新。”这表明了政府在鼓励创新方面
的态度和立场。而对科技企业而言，创新能力永远
是市场通行证。如苹果、小米一般创新发展，重整市
场完全可能；而如黑莓、诺基亚等一旦丧失了创新
动力，走向衰落便不可避免。

王石川

9月10日 iPhone6的发布，让苹
果产品的安全性能再次引起公众
热议。

此前有媒体报道，iPhone手机
上留有“后门”可提取手机用户的
短信、 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
近日，众多使用苹果手机的好莱坞
明星私照又被曝光。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与
苹果 iCloud云存储服务安全漏洞
有关。后来，尽管苹果公司承认并

表示这个“后门”功能只是供测试
和维修使用，但安全研究人员仍坚
称，“有这个‘后门’功能正好意味
着，消费者行为轨迹的数据都被做
了完整的记录。”

以Apple Pay（手机移动支付）为
例，苹果CEO蒂姆·库克表示，Apple
Pay只是一项支付服务，“我们并不像
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想知道你要买
什么，你要在哪买，你要花多少钱买
这样的信息”。 不想不代表不能，苹
果公司虽在努力减少信息泄露可
能，但效果如何仍难以让人乐观。

再以苹果公司推出的新款健
康监测设备，也就是让不少人趋之
若鹜的Apple Watch为例， 它具有
私自收集和使用个人健康数据的
功能。 美国一家隐私保护团体直
言：“我觉得苹果肯定了解健康数
据的隐私问题，它能否真正贯彻相
关规定来实现保护隐私的承诺，这
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一担心，代表
了不少用户的心声。

我们正处于史无前例的信息
化时代，安全是用户选择手机品牌
极重要的因素。看来，苹果手机能
不能致力于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
用真实信息去化解用户疑虑，仍需
拭目以待。

毛建国

这一次苹果发布的产品，虽然被吐
槽多多， 但似乎仍改变不了现在大热、
未来大卖的“惯势”。有媒体报道iPhone6
目前预订火爆，或面临供应短缺。

毕竟还是一部手机，至于如此吗？
有调查显示 ，iPhone6虽然还没有

在大陆上市，但已经有卖家给港版行货
开出了16000元的售价， 还有卖家开出
了2.8万元的高价。 面对如此虚高的价

格，有人调侃，“看来卖两个肾都不够用
了”。 调侃归调侃， 冷静下来还得想一
想，这其中性价比高吗？一部手机真值
这个价吗？ 对于一般用户而言，“苹果”
手机的功能开发利用，又有多少？

去年有新闻报道，武汉2万余大学
生背债买 “苹果 ”。有消费金融公司宣
称拿着身份证、学生证就能贷款，结果

学生还贷的钱都是从牙缝中抠出来
的， 最后百人逾期未还款留下了信用
污点。

万人信贷、百人失信，这个比例或
许并不 “触目惊心 ”，但背后反映的问
题值得思考。 大学生缺少独立收入来
源， 对苹果手机等中高档电子产品趋
之若鹜， 是否反映出爱慕虚荣的消费

观念？这背后，是不是崇尚奢侈的社会
风气在作祟 ？关键是 ，潮流消费 ，有多
少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不是说要拒绝与流行为
伍，要刻板地站在潮流的对立面，而是
强调要成为消费的主人，拒绝被奢侈浪
费、畸形的身份地位观所绑架。

于“果粉”来说，如有换机需要 ，而
且颇雄于赀，赶赶时髦无可厚非。但如
果既无换机必要，手中也不宽裕，那就
没有抢“苹果”之必要了。

封存109个公章 见证政务诚信

教师索礼折射了什么

“天价苹果”还得理性消费

“不安全”将削弱“苹果”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