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
“第五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 根据
规划，预计2020年全面实现5G商用。
3G跟跑、4G并跑的中国， 正努力在
即将到来的5G时代实现领跑。 “建
议成立国家级5G战略委员会 ”“建
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国家5G产

业联盟 ”“尽快设立5G国家战略基
金 ” “降低 5G终 端 软 件 的 使 用 难
度”，两会期间，推动5G更快走向应
用， 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
题之一。 5G时代的到来，将给我们
带来一个崭新的信息世界。 您准备
好了吗？ 画/王铎 文/怀沙

何勇海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

安顺市市长陈训华提交了一份 《关于取消
七座以下私家车年检的建议》，特别提出应
该取消“捆绑式年检 ”，不应将交通违法记
录的处理与年检挂钩。

不处理违章就不能年检， 确实是各地
交警部门的惯例。 交警部门之所以将处理
违章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 是想对违章车
主形成一种有效制约， 迫使其遵守交通法
规，积极接受处罚，不无故拖延缴纳罚款 ，
同时降低自身的执法成本。 初衷看起来很
美好，其结果也往往可能是 “正义 ”的 。 然
而，如此做法有违法治理念与程序正义。

对于 “捆绑式年检 ”，交警部门给出的
法律依据往往是， 公安部 《机动车登记规
定》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向车管
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之前， 应当将涉及该
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
理完毕。 单有这一条规定，似乎没错。 然而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三条规定 ，对
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单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

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
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 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
志。

在这两种文件有冲突的情况下， 就应
该考量谁最权威、谁的法律效力更大。 很显
然，《机动车登记规定》只是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 》则是国家法
律，是前者的上位法。 若下位法的条款和上
位法相冲突，则应该执行上位法的规定，这
才符合“法大于规”的法制统一原则。

从消除违章与车辆年检的程序上说 ，
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先后顺序。 正如武
汉大学法学教授秦前红所说，“发放检验合
格标志，允许车辆上路行驶，这实际上是一
种行政许可； 对车辆违章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 ”，这是两种不同
的行为，是不能捆绑的 。事实上 ，只要车辆
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交警部门就应当发给
检验合格标志，不得附加其他条件。 如果有
车主因为车检时附加了其他条件而放弃车
检，恐怕会给车辆行驶带来更多安全隐患，
这更是有违处罚违章进行车检初衷的。

新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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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
亚冠小组赛展开第4轮争夺，上海上港队反客
为主， 客场1比0击败蔚山现代队，4战3胜1平
提前晋级16强。 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队却交
出一份令人遗憾的答卷，0比2完败于水原三
星队，4战无一胜绩，晋级前景渺茫。

本轮上港队进行了小面积的轮休， 武磊、
艾哈迈多夫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由于客
场作战， 上港队战术相对保守， 大部分时间
处于防守状态。 不过进攻能力出色的上港队
还是通过快速的攻防转换获得数次良机。 比
赛第49分钟， 胡尔克右路带球突到禁区横
传， 中路跟进的埃尔克森抓住机会， 打入全
场唯一进球。

一场艰难的客场胜利后， 上港队4场比赛
取得3胜1平的不败战绩， 积10分高居小组第

一， 得以提前两轮小组出线。 这也是上港队
连续第3年提前从亚冠小组中出线， 开创了中
超球队的先河。 上港队队长胡尔克赛后表示：
“球队的比赛很多， 我们要确保健康， 坚持正
确的技战术， 本赛季我们的目标就是决赛。”

上港队强势晋级， 主场作战的申花队却
表现疲软。 比赛中， 申花队战术松散、 拼劲
不足， 比赛完全掌握在对方脚下。 比赛第49
分钟、 第90分钟， 水原三星队分别进球， 轻
松从上海带回3分。

目前， 申花队4场比赛仅取得3平1负的尴
尬战绩， 位列小组末席， 如想晋级， 剩下的
两轮比赛不但要全部取胜， 还得看其他场次
的结果。

3月14日， 广州恒大队将客场挑战济州联
队， 天津权健队主场迎战全北现代队。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通讯员 陈剑岷 ）
“云创环湘，绿色中国”第十一届环湘自行车赛
环中国边境挑战赛12日在贵阳启动。

本次边境挑战赛设10名“擂主”车手，其
中年龄最大的马志远今年64岁，来自耒阳，已
连续6届参加环湘赛。10名“擂主”车手将接受

来自全国各地的任意车手的挑战。环边境挑战
赛全程21700多公里， 计划半年左右完成，预
计赛事将进行100场以上。至少参加一场全程
骑行挑战，并超越其中一位“擂主”车手的选
手， 将有资格参加2018年环湘总决赛。 据了
解，第十一届环湘赛总决赛奖金为100万元。

� � � � 新华社贵阳3月13日电 自2016年9月
25日落成启用以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中国天眼” 共发现51颗脉冲星候
选体，其中有11颗已被确认为新脉冲星。

记者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天眼”
观测基地了解到，“中国天眼”调试和试观测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约20天左右能将可
观测的天区扫描一遍。调试过程中，科技工
作者克服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实现指向、跟

踪、 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
并将继续进行细节磨合优化。

据国家天文台脉冲星搜索小组的王培
博士介绍，11颗新脉冲星中有6颗是去年10
月确认的。“中国天眼”提供更多的脉冲星样
本，有助于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更加系统地
开展深入研究。在基础物理研究领域，高密
度高能量的脉冲星是不可替代的宇宙天体
实验室。脉冲星将来还可以替代导航卫星实

施空间飞行器的定位。
国家天文台天眼工程调试小组副组长

岳友岭说，最早在今年4月底，“中国天眼”的
单波束接收机将换装为更先进的19波束接
收机，届时观测效率会大幅提高。同时，科学
家们正计划在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周围设
置若干30米至5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组成
“天眼阵”以提高分辨率，从而获得射电源更
精确的定位图像。

� � � � 新华社华盛顿3月12日电 美国经济
分析人士12日警告，一旦特朗普政府挑起
全面贸易战，到2020年，全球经济损失可
能高达4700亿美元。

彭博新闻社当天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 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令全球
关税水平提高10%，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
萎缩 3.7% ， 全球经济规模将因此缩小
0.5%。

彭博首席欧洲经济学家杰米·默里、首
席亚洲经济学家汤姆·奥利克预计，按假设情

景推演，美国经济将损失0.9%，幅度超过全球
经济损失，成为贸易战最大受害者之一。

两名分析人士认为， 关税导致进口价
格上涨，推高通货膨胀率。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抑制通胀而加
息，可能进一步拉低美国经济增速。

除贸易战带来的直接影响，贸易保护还
将对世界经济引发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分析
人士认定，贸易保护导致竞争减少，阻碍全
球技术和观念交流，从长期看来，将导致劳
动生产率下降，削弱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

特朗普宣布
更换美国国务卿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3日电 美国总统特

朗普13日宣布， 将提名现中央情报局局长蓬
佩奥接任现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

他同时宣布，提名现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
斯佩尔担任新一任中情局局长。

蒂勒森曾于1975年开始供职于石油巨头
埃克森美孚公司，从2006年起担任该公司首席
执行官。 他曾大力推动美企对俄经贸、 能源合
作，被克里姆林宫授予俄罗斯友谊勋章。2016年
12月13日，特朗普宣布选定蒂勒森为国务卿。在
担任国务卿前，蒂勒森毫无从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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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已发现11颗新脉冲星

全球经济或损失4700亿美元
美国一旦挑起全面贸易战

上港提前晋级 申花一胜难求

云创环湘开启边境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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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任务 ，
两会期间， 多个部门迅速给出积极响应 ：扶
贫，今年至少200个贫困县 “摘帽 ”；大气污染
治理，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
3%；网费，7月1日前取消流量“漫游费”；全面
建立河长制，确保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 ；商标
注册周期，今年将从8个月压缩到6个月。

扶贫“摘帽 ”、大气治理 、提速降费 、简政
放权，既是让利于民的民生红包，更关乎中国
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高质
量发展大局。 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大的 “执行
力”。 有时间表，有任务书，有路线图，有关部
门及时回应政府决策的姿态， 正是这种超强
执行力的生动体现。

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下团组参

加审议时，对“高质量发展”念兹在兹。 在内蒙
古代表团， 他强调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在广
东代表团，他叮嘱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
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在山东
代表团， 他要求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好、 为建设海洋强国作出新贡献……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要求我们在工作观念、工作作风
和工作能力上来一场变革。

高质量发展不能搞“老套路”。 正如总书记
在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所说的 :“我国经济结
构出现重大变化，居民消费加快升级，创新进
入活跃期， 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的老
套路上，不仅难有出路，还会坐失良机。 ”依靠
资源投入换得“短平快”的增长 ，或复制别人
的经验“走捷径”；或是在传统项目玩“旧瓶装
新酒”的“把戏”，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推动高质

量发展，反而会贻误“战机”，阻碍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进程。 我们不能再对传统的发展方式
抱有幻想，不能等到撞了南墙再回头。

迎接高质量时代， 要真正把心思用在找
准“靶心”上，把着力点放在提高“执行力”上。
“今年集中精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就是要持续释放‘产业兴则湖南兴、产业强则
湖南强’的导向，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落
实到具体产业、具体企业、具体项目上”，省委
书记杜家毫如是强调 。 “如果你想成为工匠
级， 那就请不断坚持”“建议支持株洲创建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
连日来， 穿梭于会场间， 代表委员也纷纷直
面高质量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鼓实劲、 出实
招。

力戒虚浮，倡导实干，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条路上，湖南定能一步一个脚印迈向高处。

楼迪新
日前，娄底市举行了一场“全市大学习

活动” 政治理论应知应会知识闭卷考试 ，
1203名厅、处级领导干部参加了考试。 在试
卷的最后，大家看到了这样一道题：请问你
是什么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你目前的
党组织关系隶属于哪个党支部？

这道考题简单， 是每个党员都应该清
楚的事情；这道考题特别 ，没有设定分值 ，
不计入总分；但这道考题意味深长，体现了
一种良苦用心。

这道考题，提醒党员干部“忆初心”，不
要忘了出发时的初衷。 初心指引目标，指引
方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相信每一位
党员在面对这道考题时， 会开启尘封的记
忆， 回忆起自己当初投向党的怀抱的热切
和激动， 回忆起自己当初加入党组织的愿
望和决心。 不忘本，才能寻到根；不忘来时
路，才能找得到心灵的归途；不忘当初为什
么出发，才能坚定意志奋然前行。

这道考题，提醒我们“问初心”，始终不
要忘了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道考题，很自然

地把作答人带回到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场
景中，很巧妙地传递出“你当初为什么要入
党”“你在现有岗位上表现怎么样” 等强烈
信息 ，引导人们扪心自问 、掩卷沉思 ，不由
得心魂怦然一动、幡然内省，看自己是否做
到了“初心不改”“终身不悔”。 “问初心”，问
出的是党员意识、党性立场，问出的是理想
信念 、道德情操 ，问出的是使命担当 、前进
方向。

这道考题，提醒我们“悟初心”，始终不
忘肩上担负的责任。 “悟”，是理解、明白、觉
醒。 这道考题有两问，从字面上看，问的是入
党时间和组织隶属关系， 而从深层次看，需
要回答的是对党员身份的认知，对党员标准
的理解，对党性修养的看法，对立场原则的
把握，对个人与组织的定位，对小我与大我
的价值判断、取舍。 所有这些，要求每个党员
都要在 “悟 ”透初心的基础上 ，作出合格答
案。 不管“悟”到什么程度，答案有什么不同，
有一条是最起码的，就是每个党员都要确切
地明白、并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
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毛建国

近日，一则关于“大学生学习不刻苦涉嫌违法”的消息引起热
议，起因是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看到了“应当刻
苦学习”的表述，不少网友在抱着娱乐心态转发的同时也在询问：按
照法条的规定大学生学习不刻苦真的涉嫌违法吗？

《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条中确实有关于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
刻苦学习的表述，但并没有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表述，这个规定类
似一种宣示性条款，意在鼓励、支持、期望高校学生将刻苦学习作为
自己的一项义务。 倘若没有履行这项义务，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但若有大学生因此放任自己“不刻苦学习”，恐怕就大错特错
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今贤达留下了无数劝学
的名言与典故。 在求学道路上，很多学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然而，
一旦进入大学，甚至高考一结束，不少学生立马从“刻苦模式”切换
到了“放松模式”。早起彻底成为过去，晚睡依然保留，中间大段时间
只剩下了“玩玩玩”。

该如何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
诚然有教育机制的问题，有创新环境的问题，其中又何尝没有很多
大学生放弃刻苦学习的原因？没有“坐得十年冷”的执着，没有“消得
人憔悴”的刻苦，怎么可能成为杰出人才？ 有人可能会说，我又不想
成为大师，又有什么必要刻苦学习？ 人生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都
有每一阶段的任务。有一个专门学习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人生漫
漫，天道酬勤。 看看身边，那么多成功人士都在刻苦学习，在本该刻
苦的年纪又有何理由选择安逸？

千万别把“学习不刻苦违法”当笑话。 知识经济已然成为现实，学习
状态决定人生状态。时间终将证明，学习不刻苦的后果或比违法还严重。

高质量发展需要超强“执行力” 一道意味深长的考题

“学习不刻苦”，
后果真的很严重

“捆绑式年检”有违法治理念与程序正义

迎接5G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