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周婷婷 版式设计：李 莉

A3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时 评

热 点 时 评

“中国机长”的美名、中国民航
的形象、诸多乘客的安全，需要每一
位机长、每一位空乘人员用专业、敬
业、操守和努力去共同呵护。而任
何一点大意和违规操作，哪怕没有
造成严重后果，都可能让整个民航
业、民航人蒙羞。

11 月 3 日下午，一知名航空博
主爆料称，有无关女乘客进入飞机
驾驶舱，并将照片晒到了网上。多
名圈内人士指出，图片拍摄环境为
真实的飞机驾驶舱，且为飞行状态
下违规拍摄。11月4日下午，桂林
航空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于
2019 年 1 月 4 日桂航 GT101 航班，
已决定对当事机长处以终身停飞，
对涉事的其他机组成员处以无限期
停飞并接受公司进一步调查。

处罚来得挺快。而相比如何处
罚，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相关机
制确保无论机长还是其他人都不能
让无关人员进入飞机驾驶舱？

根据我国《大型飞机公共航空

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规
定，可以进入飞机驾驶舱的人员有
四类——机组成员;正在执行任务
的局方监察员或者局方委任代表;
得到机长允许并且其进入驾驶舱对
于安全运行是必需或者有益的人
员;经机长同意,并经合格证持有人
特别批准的其他人员。并且这种进
入并未区分飞机是在飞行状态下还
是静止状态下。也就是说，任何时
候，飞机驾驶舱都不是什么人想进
就能进的菜市场，而是有着严格准
入条件和人员限制范围的场所。

飞行安全无小事。飞机驾驶舱
的各种按钮、操作何其繁复，不管是
故意还是过失的触碰，都可能造成
机毁人亡的灾难，这一点是有航空
事故佐证的——多年前，俄罗斯航
空一次致 75 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全
部罹难的事故，起因便是无关人员
被允许进入驾驶舱并操作了飞机。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飞机
机长本应是技术、业务、操守、品德

等方方面面都经受过严格挑选和训
练的，是合格和优胜的。公众真的
没想到，竟有个别机长如此不把飞
行安全当回事，如此无视行业规范
和职业操守。这应该是一次深刻的
教训，不只是对当事航班机组人员，
甚至不只是对当事航空公司。

不同的职业和劳动者，面临的
违法违规、违反职业道德的风险和
代价是不同的。有些职业稍微懈怠
一下、疏忽一次，可能不会构成太大
的威胁和风险，而有些职业则容不
得丝毫侥幸和放纵。诸如飞行员、
公交车司机、火车司机、火车调度员
等与公共安全、诸多人的生命休戚
相关的职业，无疑承担着更大更重
的职业使命和责任，一丁点儿的大
意和出格，带来的都可能是无法挽
回的损失和后果。这也是有些公交
车司机在身体极度不适、下一秒就
要晕厥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坚持停
好车，因而获得人们点赞，以及通过
专门立法保护公交车方向盘等情况

的重要原因。
中国机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就在

11月4日，与桂航上述机长一同登上
热搜榜的还有一位机长——去年5月
14日川航3U8633航班备降成都事件
后，欧洲空客公司调整了飞行手册，将
中国机长刘传健在突发情况下的操作
设置为规范的流程。

“中国机长”的美名、中国民航的
形象、诸多乘客的安全，需要每一位机
长、每一位空乘人员用专业、敬业、操
守和努力去共同呵护。而任何一点大
意和违规操作，哪怕没有造成严重后
果，都可能让整个民航业、民航人蒙
羞。

借这一新闻，更想提醒每一位站
在重要岗位、关系诸多人安危的从业
者，有些侥幸心态是坚决不能有的，有
些口子是坚决不能开的，一旦触碰了
红线、丧失了底线，势必会付出高昂的
代价，没有回旋的余地和机会。

·林 琳·
（来源：工人日报）

最近，“网红带货”话题引起
广泛讨论。不少消费者反映，通
过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选购的推
荐商品，不少是虚假宣传的伪劣
产品。随着电商、社交等新平台
的发展，网络新经济业态渐成规
模、彰显活力，有力拉动了消费，
但也滋生了产品质量不过关、消
费者权益遭侵害等新问题。品
质与口碑的背后，是商业诚信与
社会信任问题，应该充分重视。

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有序
运转的重要润滑剂，能有效降低
交易成本，增进社会合作，提高
社会效率。不久前，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刑事
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有
关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研究解决打击“套路贷”犯
罪中出现的问题、依法严惩电信
网络诈骗等犯罪、对涉疫苗犯罪
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等内容，
直指这些侵蚀社会信任土壤的
违法犯罪活动，重在依法治理，
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随着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拓展，社
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也随之发生
了深刻变化，从以往的“熟人社
会”演变为一个“流动社会”。不
确定性和流动性的增加，一方面
促进了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另
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如
何化解风险、应对挑战，是社会
治理要解答的重要课题。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良好的社会信
任是现代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
的重要基础，借助信任机制，增
强人们对未来的可预见性和确
定性，可以促进更大范围的合作
和交往。

良好的社会信任，需要靠机
制来保障。应该看到，大部分人
选择相信他人并愿意将自身利
益、诉求置于陌生人的社会交往

活动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
整套规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
系在保护守信人、惩戒失信人。
法律制度与法律约束为和谐的
社会交往、互信的人际秩序提供
了可以依靠、可以遵循、可以坚
守的行为规范，如民法总则中被
称为“好人法”条款的施行，就是
对良善之举、诚信秩序的一次法
律宣示。法律是构建社会诚信
的根本保障，良序的社会需要健
全的法治，越是健全的法治越能
为美好的社会保驾护航。

社会信任建设是一个不断
强化的过程，用信任带动信任、
用信任激发信任，才能在全社会
营造出诚信友善的良好生态。
不久前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持续
推进诚信建设”。诚信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重要内
容，而且与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
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弘扬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
理念、诚信文化、契约精神，就要
加快个人诚信、政务诚信、商务
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
设，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诚信
公约，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
系，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多方合作、各方努
力，方能织密社会诚信网络，让
守信者真正受益。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不强。守信于己、诺信于
人、践信于行，从个人、社会到国
家，从法律、制度到文化，加强诚
信建设，让诚信落地生根、枝繁
叶茂，诚实守信一定能释放出助
推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强
盛的巨大能量。

·徐尚昆·
（来源：人民网）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奇迹，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而奇迹的密码与成就的根源很大程
度上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从形
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
国已经走过了建立和改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半程，而后半程
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这一
深刻的规律性认识，日前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
新时代的制度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
与战略部署。

加快推进治理现代化是改革深
化拓展的根本要求。改革是一个系
统工程，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与
推进，改革各领域之间相对分离，同
时联系也更加密切，联动效应日益
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关制度的
设计与安排上就不能单打一、片面
化，而是要做好制度之间的统筹谋
划、整体协调与系统配套工作，并立
足于此来推进制度的废改立，使各

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为完善、更加
规范。只有如此，各项制度之间才能
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内耗，才能更
好地发挥制度合力。换言之，全面深
化改革要求制度建设的系统化与国
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次全会强
调，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并
且在13个方面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重点部
署。这13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法治、行政、
经济、文化、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
态文明、军队、“一国两制”、外交、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内容全面系统
且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为统
领。由此可见，这次全会提出的建设
思路着眼于制度的整体联动、治理
的整体效应与总体效果，描绘了一
个比较完整的制度建设图谱，必将
有力推进新时代改革的全面深化。

加快推进治理现代化是应对风
险挑战的有力保证。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既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使
命，又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挑战。当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
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
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
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面对波
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
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我们要有效应对危机、完成使
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发展提
供稳定高效的制度体系，运用制度
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确保中国航
船行稳致远。

加快推进治理现代化是改革设
计落实的重要保障。回顾改革历程、
总结改革经验、展望改革未来，可以
看到，改革的推进一方面需要有科
学的理论指导、切合实际的顶层设
计与整体思路；另一方面也需要有
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来落实改革思
路，具体化顶层设计。如果缺乏这样
一个具体的制度中介，改革的理论
与思路就无法有效落实，难以与现
实真正对接，问题也就无法得以切

实解决。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改革设
计与改革现实之间的张力甚至背
反。如果这样的话，改革士气就难以
有效提升、改革共识就难以有效凝
聚、改革动力就难以有效汇集。针对
于此，在改革进程中必须在改革设
计与改革现实之间搭建有效的制度
中介与平台，使理论与思路能够通
过具体的制度真正落实，解决问题，
从而形成主观设计与客观现实之间
的良性互动。全会此次强调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正是着
眼于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
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新时
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
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李海青·
（来源：光明网）

为新时代改革发展
提供稳定高效的制度体系

权 威 之 声

释放诚实守信的正能量

浙江乐清“滴滴顺风车司机杀
人案”发生后，滴滴在全国范围内下
线了顺风车业务。时隔一年多，乐
清杀害女乘客的滴滴司机早已被执
行死刑，滴滴顺风车也迎来了回归。

滴滴顺风车业务方便了乘客出
行，因此，当滴滴取消顺风车业务之
后，很多习惯搭乘顺风车出行的人
感到很不方便，尤其是夜间出行。
但滴滴顺风车业务确实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滴滴司机的加入门槛太低，
对私家车车主没有严格的识别与考
核机制，以至于顺风车司机队伍良
莠不齐。另外，“乐清滴滴顺风车司
机杀人案”还暴露了滴滴对乘客的
反馈信息不够重视，存在管理疏漏。

经过一年多的“蛰伏”，滴滴顺
风车此次回归也就格外引人关注。
滴滴顺风车是否吸取了以往血的教
训，在安全方面有所加强？

应该看到，滴滴有了不少改
变。如在联合公安机关对注册车主
进行综合背景审查之外，引入了失

信人名单筛查，失信被执行人无法
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滴滴还将原
有的“信任值”升级为“行为分”，根
据用户最近收到的评价、投诉等信
息进行履约、友好等多维度综合评
估。

此次滴滴顺风车出台“女性乘
客 20 时以后不能打车”等规定，也
引发了舆论热议。滴滴添加这一限
制，初衷是为了保障女性乘客的安
全，但为什么是20时，不是21时、22
时？如果女乘客在 19 时打车到较
远的地方去，到达目的地要到凌晨
了，虽然她打车符合规则要求，但同
样也会暴露在滴滴意图防范的可能
危险之中。

所以，就算滴滴这一规则有合
理性，也不能简单“一刀切”，如果改
成在 20 时后不能接女性乘客的远
距离单子，或许更为合理。而且既
然女性乘客可能面临危险，女司机
也可能面临来自男性乘客的侵害，
对此，是否也该出台夜间对女司机

的相应限制措施？
此次滴滴顺风车回归，希望是

系统优化升级之后的回归，弥补管
理漏洞，才能避免重蹈“乐清滴滴顺
风车司机杀人案”的覆辙，才能让广
大乘客在享受顺风车带来的便利同
时，又能获得必要的安全保障。当

然，这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需要
舆论加强监督。时代在快速发展，形
势会随时变化，相应规则也要随之调
整，这样才能让顺风车等社会服务业
务得到持续优化与完善，从而更好服
务社会。 ·戴先任·

（来源：南方日报）

滴滴顺风车回归，还需优化完善

航空安全，容不得一丝侥幸和放纵

近日，一条题为 《环卫工
用高压水枪打黄叶》的视频在
网上热传：河南郑州某街道环
卫工用高压水枪打落树上的黄
叶。环卫工说，领导检查要求
看不见一片树叶，他们只好用
水枪打黄叶，以加速黄叶落
下，便于集中清扫。当地环卫
部门负责人表示，肯定不支持
个别环卫工的这种做法，将加
强相关作业的规范要求，杜绝
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领导检查要求地面看不见
一片树叶，要求严格没问题，
但即使领导提前通知什么时候
检查，也不能保证就在领导下
车伊始，树叶不是正好落下
来，更何况现在很多领导改明
察为暗访，难道让环卫工24小
时站在树旁捡落叶？深秋冷风
已袭人，如果管理再没有一点
温度，让环卫工情何以堪？这
样的管理，与其说叫精细化管
理，不如说是洁癖式管理。

说起这种洁癖式管理，可
谓岁岁年年管相似，年年岁岁
癖相同：门上挂杂志，被城管
部门罚款1000元；考核环卫工
要数烟头、称灰尘；玻璃门内
张贴“内开空调”属于违规；
商家招牌必须统一尺寸、字
体、颜色；学生宿舍床上不能
放布偶……如此机械地把整齐
划一当作美观与规范，把一个
人或者少数人的审美变成管理
的标准，变成了管理上的强加。

问题在于，如果真有长效

也就罢了，事实却是，某些人
明知不可持续，偏要洁癖化管
理，最后还是会沦为形式主
义。这不仅反映出城市管理理
念的偏差，也折射出管理权力
的滥用与越位。正是由于这种
滥用与越位，上级布置任务层
层加码，到了基层，就成了严
苛难以承受之重。

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说，
最好的领导者要有灰度，灰度
就是包容。人才都是有缺陷
的，不能求全责备，有洁癖的
人成不了企业家。套用任正非
的这句话，有洁癖的官员，至
少不是一个人民心中的好官
员。如果说，生活中有洁癖的
人影响的仅仅是自己和周边的
人，那么，有管理洁癖的政府
部门则是影响了公众利益。

纠结于“僧敲月下门”还
是“僧推月下门”的贾岛，也
会写出“秋风生渭水，落叶满
长安”这样的名句。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
保留着落叶景观路，有的甚至
成了网红打卡地。虽然说郑州
市城管部门回应并无“看不见
一片树叶”要求，只要求有垃
圾尽快扫掉，但环卫工人的做
法，不可能没有来由。这也提
醒管理者，那些缺少温度、缺
少审美的思维，也要来一场秋
风扫落叶，甚至看不见一片

“树叶”。
·丁慎毅·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不能有一片树叶？
管理洁癖要不得

随着新型就业平台和灵活就业

模式的兴起，在一家单位“从一而

终”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年轻人一

旦感觉某些方面达不到预期，就马

上辞职换工作，甚至出现刚入职就

辞职的“秒辞”现象。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调查网站，对 2001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0%的受

访者坦言身边存在“秒辞”的年轻

人。据受访者观察，年轻人选择

“秒辞”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喜欢工作

内容和工作环境。54.4%的受访者认

为当下年轻人择业更关注自身感受。

有职场专家认为，年轻人面对

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最先需要考虑

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职场新人不

应只盯着高收入或稳定的工作，而

应更关注自己能够学到什么，有多

少提升。 ·王 铎·

（来源： 中国教育报）

“秒辞”未免太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