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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兵

国务院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
意见》，提高了申报建设地铁和轻轨
的相关经济指标。其中，申报建设地
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由100亿元、1000
亿元调整为300亿元 、3000亿元 。并
且明确申报城市主城区人口必须达
到300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
国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提升，交

通拥堵问题已向三、四线城市蔓延。
为减轻城市交通压力、 提升城市品
质，这几年，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
是三、 四线城市都在争相建设轨道
交通。 有的地方甚至不切实际，“大
跃进”式建设轨道交通。

据不完全统计， 未来几年拟修
造地铁（含轻轨）的三线城市约有50
个。人们不禁怀疑，我国是否真的有
那么多城市需要建造地铁？ 建成后
会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这些问题不
可忽视。

一、 二线城市由于人多车多 ，

交通拥挤， 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
确实应该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
但一些财力不足、 人口不多的三、
四线城市，平时连公交车都空荡荡
的 ，却盲目投资轨道交通 ，必然会
为地方财政和金融体系带来巨大
风险 。据悉 ，北京市每年补贴地铁
运营亏损就在20亿元左右，深圳地
铁每年亏损近10亿元。 连北京、深
圳等特大城市地铁都出现亏损，那
么二 、三 、四线城市地铁亏损应该
是必然的， 地方政府须给予补贴。
一些城市如果通过巨额举债建设

轨道交通，不啻于在为地方政府制
造“烫手山芋”。

因此，遏制轨道交通建设“大跃
进”迫在眉睫。要消除一些城市投资
轨道交通的冲动， 就必须划出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的红线。 国务院此番
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提高了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申报门槛， 符合当
前实际情况， 可有效遏制一些地方
政府为谋求政绩、 盲目与其他城市
攀比，不计成本地建设轨道交通，值
得点赞。

何淼玲

7月13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
告： 除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
的情形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
现金。

众所周知， 我国的法定货币是人
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即现金。现金
支付是最基础最广泛使用的支付工具
之一， 也是很多人的习惯。 然而近年
来，随着网络支付的兴起，现金使用遭
遇到了一些新问题， 如人们在旅游景
区或餐饮、 零售等行业消费时被拒收
现金。

笔者有过类似经历。 一次到长沙
伍家岭某知名品牌健康生活馆购物，
精心选购了一篮子商品，却被告知：本
店不收现金，只能微信支付。笔者没有
微信支付的习惯，打开手机，果然余额
不足。因大部分用品是为小孩子选购，
不能负气不买，于是拿出钱包，想用现
金换取其他顾客的微信红包。 一连问
了几个顾客，都被拒绝，他们一来嫌麻
烦，二怕收假币。好不容易请到一个顾
客帮忙，这才使交易完成。

不可否认 ，近年来微信 、支付宝
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在我国得到广泛
应用，快捷方便，深受欢迎，本无可厚
非。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
差异大 、城乡发展不平衡 ，消费者支
付需求多种多样，现金支付习惯和偏
好仍然广泛存在。支付方式理应多渠
道并存 ，不可偏废 ，更不能机械地搞
“一刀切”。

商家拒收现金，是一种“任性”行
为，既损害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也妨
碍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这
种“霸王”规定，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更不合情。究其根源，这就是一种自私
自利的行为，即把方便留给自己、把不
方便留给他人。

俗话说，顾客是上帝。商家本应为
顾客提供服务、提供方便，“拒收现金”
却是在为难顾客。如果老是为难顾客，
最终必将失去一部分顾客。 比如上述
那家商店，平心而论，商品好用，有口
皆碑。 但自从有了那次不省心的购物
经历后，笔者再没进过那家店的门。

一言以蔽之， 这次中国人民银行
向“拒收现金”的任性行为说“不”，笔
者举双手赞成。

苑广阔

7月11日凌晨，宁波北仑有辆轿
车在行驶中撞到了路灯， 驾驶员没
有救回来。据警方初步调查，出事的
驾驶员姓江，今年只有26岁，事故发
生前，他正用手机和女友微信聊天，
女友发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有你
真好”。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句
“有你真好”竟成了“永失我爱”。

这一事故，再次把“机驾入刑”
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所谓“机驾入
刑”，是类比“酒驾入刑”而来，指的
是将机动车驾驶人一边开车一边玩

手机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 从而避
免这样的行为害人害己。 这一建议
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两会期间， 也有人大代表提出此类
议案。

国家之所以要推动“醉驾入刑”，
是因为驾驶员酒后开车很容易降低
对车辆的控制力和对速度、方向的判
断力，大大提高了酿成重大交通事故
的概率。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机驾”
行为就不难发现，它的危害程度相比

于酒驾、醉驾，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 因为当人们一边开车一边埋头
于发微博、微信甚至是读小说、看视
频的时候，就等于是“盲驾”，根本谈
不上控制力和判断力。

虽然“机驾”的危害不容小觑，
但现实生活中对“机驾”的重视程度
及惩罚力度过轻。 按照现行 “新交
规”的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的， 一次记2分”， 同时处20元以上

200元以下的罚款。事实证明 ，这种
处罚对“机驾”行为根本起不到应有
的约束和震慑作用。

“机驾”之所以迟迟不能入刑，一
方面是因为智能手机和网络最近几
年才普及， 相关法规存在滞后性；二
是过去源于技术问题，难以为执法部
门的处罚提供确凿证据。现在，后一
个问题已容易解决，那么对于“机驾”
现象， 除了提高罚款和扣分额度之
外， 确实应该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加
快“机驾入刑”脚步了。只有这样，才
能大幅减少“盲驾”行为，更好维护交
通秩序、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休闲绿皮书 ：2017-2018年
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日前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发布， 报告建议我国
2030年实现 “做四休三 ”，即在劳
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
下，可实行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
工作4天的工作制。

此建议一经提出， 立刻引发
热议，不少网民认为“做四休三”
终究只会是看起来很美。 该报告
引用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当前
我国民众的平均休闲时间仅为国
外民众的一半。 为何如此？ 一方

面，为增加盈利而鼓励加班的现
象广泛存在 ；另一方面 ，由于竞
争压力大 ，即便有假日 ，许多人
依旧不想休、不敢休或不能休。

提升群众幸福感已成为政
府决策关注的焦点 ， 而休闲指
数与幸福指数息息相关 。 只有
将体闲指数纳入民生幸福评价
体系 ，从制度和文化上解决 “不
想休 、不敢休 、不能休 ”的症结 ，
“做四休三 ”才不会只是看起来
很美。

文/毛建国 图/刘军

划出申报红线
让城市轨道交通不再走偏

杨玉龙

据媒体报道，9岁的小杰近一个月
来的行为愈发古怪：不肯自己睡，时刻
要求妈妈抱抱亲亲……原来， 这和家
里有个刚出生的妹妹有关。 天津市安
定医院青少年心理科的医生称这可能
是“同胞竞争障碍”的症状，指小孩在
多一个弟弟、妹妹的情况下，易产生父
母之爱被侵占的感觉，出现情绪不稳、
与父母对立等行为。

据悉，“同胞竞争障碍” 是一种心
理障碍，特发于童年的情绪障碍中。随
着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 一些孩子很
容易把“多了弟弟妹妹”与“父母不再
爱我”的想法画上等号。这样的认知，
在大人眼里或许是小题大做甚至无理
取闹，而一旦任由孩子滋生这种情绪，
将严重影响孩子心理健康。

其实，“同胞竞争障碍” 看似是孩
子的问题， 但更多的是因家庭氛围尤
其是家长的疏忽所致。可以说，这一现
象的出现，是“二孩时代”对过去几十

年家庭教育理念提出的新挑战， 看似
小事却不容小觑。

首先，对于父母而言，不能“喜新
厌旧”， 应给予孩子们同等的关爱，同
时合理引导孩子接受弟弟妹妹的到
来。再者，面对“二孩时代”的到来，一
些常识也亟待普及。 对于有可能普遍
出现的“同胞竞争障碍”现象，相关部
门应做好知识普及， 让家庭教育理念
更好顺应时代变化和要求。

家长发现孩子存在 “同胞竞争障
碍”时，一方面可寻求医生帮助，另一
方面也须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应通
过内外合力，及时为孩子纠偏，万不可
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或者无暇顾及等
原因，错过给孩子治疗、重返家庭和睦
的机会。

总之，对“同胞竞争障碍”不能大
意，须当成家庭“大事”来看。父母甚至
有必要提前“做功课”，比如，在打算要
二孩时就了解相关情况，用科学手段尽
量避免各种不和谐“音符”的出现，如此
二宝来时就会少些不必要的烦恼。

“拒收现金”于法无据于理不容

别把“同胞竞争障碍”当小事

“机驾入刑”不能再等了

“做四休三”只是看起来很美？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