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栋

据媒体报道 ，人保 、平安 、阳光 、
众安等四家财险公司的“汽车里程保
险”近日获评审通过 ，不久后便可报
银保监会审批 。一旦正式获批 ，里程
保险将率先在广西 、陕西 、青海进行
试点。

这意味着国内车险产品定价方
式迎来创新里程碑，维度较单一的传
统定价模式将被打破。受益于此的将
不止是低驾驶里程者，一直以来深陷
价格战的中小财险公司也可能借此

迎来逆袭良机。
众所周知 ， 在国内传统的车险

定价模式中 ， 假设在其他条件都不
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 低驾驶里程
者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远远低于高驾
驶里程者 ， 但两者缴纳的车险保费
却完全一样 ， 这既不合理也不公
平 。

而车险按里程数收取保费 ，实
现车险费率市场化 ， 效果就大不同
了 。 这样既可以合理反映出驾驶者
的保险和风险成本 ， 体现保费的合
理公平，还能通过价格调节 ，最大限

度缓解城市交通堵塞 ， 鼓励车主尽
可能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 以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 。这样的效果 ，可谓
一举多得 ， 契合时代要求 ， 值得期
许。

其实 ， 汽车里程保险在一些发
达国家已成 “常态 ”，我国迟迟没有
推出 ， 主要是受限于一些技术条件
和现实需求 。好在今非昔比 ，汽车里
程保险迎来了绝佳的推出时机 。首
先 ， 国内大城市日益拥堵的交通出
行环境 ， 为汽车里程保险提供了市
场需求的土壤 。其次 ，物联网 、传感

技术等科技带来的智能化变革 ，为
车险产品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性设施
和可能性 ，车险定价将更精准 、更实
时和更碎片化。

当然，随着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全
面铺开，财险公司将面临较大经营压
力。这就要求各险企发挥各自的定价
优势，在为车主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
的车险创新性产品的同时，逐步实现
盈利能力的提升。

无论如何，实施汽车里程保险是
社会一大进步， 期待尽快开展试点，
并取得经验、推广开来。

近日，一则“西安规划局在大雁
塔附近以均价4495元/平方米的价
格团购191套住房”的消息引起网友
热议。 这批团购房的销售均价远远
低于该项目对外每平方米1.3万元的
实际销售价格。对此，西安市纪委监
委已介入调查。

一边是许多普通民众面对高价
住房望房兴叹， 另一边却是政府公
职人员轻松获得“低价团购住房”的
惊人优惠。“西安市规划局低价团购
191套房” 事件着实让人触目惊心，
它并非只是简单孤立的个人腐败 ，
恐怕是一种 “抱团 ”式集体腐败 。人
们期待严肃查处，维护公平正义。

文/张贵峰 图/朱慧卿

“汽车里程保险”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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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廷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王继才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
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
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
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
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距离
燕尾港12海里 ， 面积仅0.013平方公
里，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7月27日，开
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在驻守期
间突发急病 ，经抢救无效去世 ，终年
58岁 。王继才为了国家 ，在条件艰苦

的开山岛上， 一待就是三十多年。他
胸怀祖国 、情系国防 ，视国家尊严高
于一切；他忠于职守、履职尽责，把海
防哨位看得比生命还重 ； 他勇于担
当、无怨无悔，舍小家无私奉献。他用
一生践行了“我要一直守到守不动为
止 ”这句承诺 ，无愧于全国 “时代楷
模”称号。

奋斗 ， 是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
艰难险阻的力量 。 贫穷落后的旧中
国得以变成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
国 ， 靠的就是奋斗 。 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 ， 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共同努力 、 接续奋
斗 。 从王继才的坚守中 ， 我们看到

奋斗并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 ，有
时候也会很平凡 、很简单 、很安静 。
王继才舍小家 、 为大家 ， 坚持守岛
报国 ， 诠释了党员干部奋斗的另一
种姿态 。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 ” 是党的十九大对
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要求 ， 无论在什
么岗位，党员干部都要奋斗 。那些敢
拼敢闯的干部 ，在一线建功立业 ，成
就光辉实绩 ，是奋斗的 “动态版 ”；而
更多干部是在后方干好各项工作 ，
为群众谋利益 、为祖国尽职责 ，这是
奋斗的 “静态版 ”。中国共产党人要
不忘初心和使命 ， 王继才的初心就

是守岛 、使命就是一直守岛 。坚守开
山岛的王继才 ，以 “一直很安静 ”的
姿态在奋斗 ， 这种奋斗很有感染
力———在他的影响下 ， 其妻王仕花
已向组织递交继续守岛申请 ， 其子
王志国也已将无怨无悔守边防作为
自己的人生目标。

王继才用 “一生守好一座岛 ”
的坚定 ，诠释了坚守也是奋斗的深
刻内涵 。他爱国奉献的赤子情怀将
永远留在开山岛 ，永远留在广大党
员群众心间 。坚定而执着地在艰苦
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王继才 ，定将成
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努力奋斗的榜
样 。

胡蔚

“今天 ， 我和妈妈一起读了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半年
前，3岁女孩悠悠的妈妈开始在朋
友圈分享与女儿一起读书的视
频，每天一段，延续至今。“今天刚
拿到恐龙系列绘本， 宝贝马上迫
不及待地开始翻阅。” 一个月前，
康康妈妈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打
卡”，记录她与两岁儿子的亲子阅
读历程。

亲子共读已成为越来越多家
长推崇的教育方式 ，因为共读不
仅能给孩子带来快乐 ，也能有效
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提升家庭的
温度 。但怎样才是亲子阅读的正
确方式 ， 很多家长依然感到困
惑。

一些家长对亲子共读存在认
识误区，认为共读就是给孩子传授
知识，将共读等同于学算术、学认
字、背唐诗、背英语单词，过早将孩
子带入应试教育模式，这样反而增
加了孩子的烦恼。

实际上， 阅读是一扇窗口，亲
子共读的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阅
读的美好与乐趣，并在这一过程中
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拓展他们的想

象空间，推动他们形成良好阅读习
惯、加强对社会的认知。因此，家长
要避免将急功近利的情绪带到共
读中，应认识到共读不是为了让孩
子能够多背几首诗词或者多写几
个汉字，不是为了拿共读的成果去
与其他家长和孩子进行比较。亲子
共读不要在意眼前的收获，而要放
眼长远，使孩子在阅读中学习到优
秀品质。

同时， 亲子共读也无需拘泥
于场所和环境， 并不是呆在家里
才能进行亲子共读， 而是要带着
孩子大胆走出家门、 多参加阅读
活动、多走进大自然，让孩子在丰
富多彩的活动中对阅读产生更美
好的感悟。

家长在亲子阅读中不要束手
束脚、在选书挑书中太过纠结，只
要是积极向上的出版物， 都可放
心大胆让孩子接触。 为孩子提供
多元化的阅读环境， 让他们明确
自己的阅读兴趣， 会使亲子共读
更有效率。

亲子共读贵在坚持 ， 需要家
长多用心 。如果 “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 ”，不但会冷了孩子的心 ，还
会给他们的性格培养带来不好
示范。

木须虫

济南实行针对未拴狗绳、犬吠
扰民等问题的“养犬计分制”后成
效几何？据媒体报道，济南自实行
“养犬计分制”以来，共处罚了1430
名犬主，其中，122名犬主被扣满12
分，参加学习与考试。

济南的 “养犬计分制 ”，借鉴
了驾照计分管理模式 ：一是动态
管理 ，以年为周期 ；二是制约手
段累计 ，从量变到质变 ，从平和
到严厉渐进 。相对于目前许多城
市单一的养犬办证与简单的罚
款管理 ，“养犬计分制 ”显得更精
细 ，也更贴近实际 ，值得各地学
习。

“养犬计分制” 建立在持证养
犬基础上，旨在引导和规范市民养
犬行为，防止犬只给公共环境与公
共安全造成影响。举措本身是从管
狗向管人的延伸，走出了许多城市
以登记审批代替管理的窠臼，既照
顾到居民养犬的权利，也对养狗者
实行了制度约束。

“养犬计分制”不再只有单纯
的以罚代管 ，还配套了不同的处
罚措施 ：第一次发现违规或者因

为 “扰民 ”被举报核实的记 3分 ，
不予罚款 ；第二次则记6分 ，罚款
200元 ；第三次则全部扣完 ，让犬
主 “补考”； 连续两次扣完12分 ，
暂扣犬只 ，5年内禁止养犬 。 “给
机会 ”与 “可一可二不可三 ”相结
合 ，柔中带刚 ，有理有节 ，不唯罚
款 ， 更便于犬主理解与接受管
理 ，增强了城市养犬管理的可操
作性。

“养犬计分制 ” 丰富了管理
内涵 ，是规范城市养狗行为的有
益探索 。理性地看 ，管理城市居
民养狗不是简单的 “禁 ”与 “放 ”
的问题 ，需要将其纳入到管理体
系中 ，做好经常化的管理 、教育
与引导 ，培育居民文明养犬的观
念与习惯 ，而不是试图毕其功于
一役 。

济南的 “养犬计分制 ”，计分
管理是手段， 增强居民安全与权
益保障意识才是目的。 一年多的
实践证明， 居民文明养狗完全可
导可行。

总之，规范城市养狗管理没有
捷径，须将管理重点从管狗向管人
延伸，通过细化管理规定、创新管
理机制培养文明养狗习惯。

坚守是奋斗的另一种姿态 亲子共读贵在用心

“养犬计分制”
丰富了管理内涵

“低价团购房”
实乃“抱团”腐败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