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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决定，自2014年5月1日起开展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
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开展，其他
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2月20日中新网) 漫画/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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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钱”大战之后，能否公平打车

背靠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大巨
头，“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之间
的“烧钱”比拼仍在持续。北京市交
通委运输局20日发布规定称，每辆
出租汽车只允许安装一个手机叫
车终端。

在这场已经持续了数月的比拼
中，使用了打车软件的市民享受到了

“免费”打车的优惠，很多的哥也通过
获得电商的补贴赚得不少“额外”收
入。不过，看似皆大欢喜的局面背后
暗藏隐忧，招手叫车越来越难、出租
车挑客愈演愈烈等在不少城市出现，
这些新情况应当引起相关管理部门
的关注。用科技手段带来便利、提高

效率是件好事，但这是否会影响到市
民接受出租车服务时的公平性，或许
更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出行方式，
在提供服务时保证公平性，是出租
车行业应当遵守的规范。按照原建
设部、公安部批准并发布的《城市
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出租汽车是
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这一说法存在异议，但从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来看，出租车行业带
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属性。每当油价
上调，很多城市出租车运价或燃油
附加费可以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
或是由国家给予补贴，也证明了这
一行业的特殊性。既然如此，在为
居民提供服务时，保证公平性就成
了应当遵循的原则，在如何看待打
车软件带来的利弊时，这也是一个
重要的衡量标准。

随着打车软件“烧钱”比拼的
不断升级，确实有不少乘客和的哥
从中受益，但这种火爆的场面也给
出租车服务的公平性带来一定的
冲击。有不少媒体报道称，使用打车
软件的乘客备受出租车司机青睐，而
在城市街头招手打车则变得越来越
难；即便同是使用打车软件，目的地
若是较为偏远或者路线交通拥堵，也
容易遭到无视。打车软件确实促进了
信息的畅通，也提高了出租车的使用
效率，却在无形中把乘客分成三六九
等，很可能剥夺了一部分乘客的

“打车权”。尤其在出租车供不应求
的高峰期，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
的老年人，以及那些不舍得支付

“小费”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这些已经出现或是露出苗头

的问题，应当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
重视，允许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展现

活力，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市面上流行的打车
软件都设有“加小费”的功能，如果
不考虑电商提供的补贴，乘客支付
的费用往往超过了计价器显示的
数字，这在各地发布的出租车管理
文件中都是不允许的。免费的午餐
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软件商的

“烧钱”风潮退去，而相关的管理仍
旧“缺席”，能否打到车有可能就取
决于“小费”的多少，如此，打车不
仅更难，还会更贵。

如今，北京市已先行一步，虽
然效果还有待观察，但积极作为的
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如何通过有效
的管理，既充分发挥移动终端的优
势，又让居民公平地享受出租车服
务，值得相关职能部门深思。一时
的蝇头小利终究不如长久的便利，
更值得期待。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舒圣祥

1月14日，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大
东鞋业的一场大火夺走了16条生
命，当地政府随后关停鞋企4559家。
2月17日，数千中小鞋企业主围在温
岭市横峰街道政府门口，抗议政府
在火灾后强制关停鞋厂。(2月2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确实，这数千家鞋企都是规模
很小的作坊式企业，工厂就建在自
己家或者租来的居民楼里，生产和
吃住都在一起，存在不小的安全隐
患。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采取怎样的
手段，才能在亡羊补牢和因噎废食
之间掌握好一个必要的度。“一刀

切”地强制关停，容易被误解。
这些企业不是才存在一天两

天，火灾之前为什么从未严格执法
呢？又为什么没整改的机会，必须被
一律关停？没有科学有效的常态化
监管，不建立起能够反映社情民意
的利益协调机制，即便在一定时间
段内强制关闭了所有的鞋企，也难
保类似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岭强制关停数
千家鞋企的做法，显然大有值得商
榷之处。给予一定的整改期限，这或
许要比“一刀切”的“迅速死亡法”更
符合市场规律。

“一刀切”关停鞋企值得商榷

“人在证途”让谁感到惊讶

葛公民论坛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柯锐

准生证、户口本、毕业证、退休
证……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及
其19人团队历时半年，调研收集了
103个与人生不同阶段相关的证件，
并绘制了一幅“人在证途”的图表。
(2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

“103”夺人眼球也好，“人在证
途”的巧妙词汇设计也好，这样的
新闻事实未免给人老调重弹之感。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相关领导用

“居然”一词表露出来的惊诧。
实际上，去年曹志伟就详细绘

制了一幅有关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的“万里长征图”，在去年广州两会
亮相后，“震惊了在场的相关领

导。”当天晚上，曹志伟就接到了规
划局局长的电话，对方表示已经开
始做优化方案。

从去年的“震惊”，到今年的惊
诧，人们却似乎感到，对于民众诟
病已久的办证难等老大难，相关领
导和部门似乎是“第一次听说”。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并非广州
独有。在一些地方或部门，有些问
题公众诟病多时，可是相关职能部
门却装聋作哑，直到媒体报道出来
或代表委员专门反映了，职能部门
才出面解决。随着政府向服务型转
变，相关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应该
更积极地关注民生。对于公众关切
的问题多一些主动的解决，少一些
被动的“震惊”。

长期来，存款利率由央行确
定，并没有真实反映资金市场价
格，银行凭借准垄断地位，长期
占用企业和民众低成本资金去
赚取高额利润，而民众只能无奈
接受存款资金贬值和财富缩水
之苦。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
司及民间各类融资性公司因其
快捷、灵活、高回报等服务优势
正日益加速银行存款分流，这实
质给银行敲响了经营警钟，“一
家独大”、“躺着赚钱”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将倒逼银行通过发行
理财产品、提高存款利率等手段
来稳住存款资金，这实质上把银
行巨额利润分出了一部分给企
业和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企业和民众的财富贬值。

有专家担心存款流出银行

后不会注入实体经济而加剧金
融风险，但是，社会资金都蓄积
在银行，也会促使银行把更多资
金投向房地产、产能过剩产业
等，更加大产业泡沫风险和金融
风险。

可预见的是，银行资金流失
在往后的日子里将成常态，这在
很大程度上会加速中国利率市
场化进程。同时，由于存款利率
全面市场化可能会留下系列金
融“后患”，为确保金融稳健不发
生风险，应尽快推出《存款保险
制度》和《银行破产制度》。如此，
才不至于使银行业面临存款流
失而惊慌失措，更不至于因存款
流失导致经营困难陷入破产。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莫开
伟)

银行存款锐减喜大于忧

大行控制住了，小行基本
上就掀不起什么大浪了。

日前公布的《商业银行服
务价格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
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
录》，对银行收费管理做出了新
的规定。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
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
示，大银行在定价中的决定作
用强，对于基础性的收费管理，
重点和难点在大银行。

我认识的一些人，就直接
去上海自贸区注册了十几个
公司。(他们认为)以后万一这
个政策变了以后，这些公司是
可以转让的，还是有价值的。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出
通知，自2014年3月1日起正式
停止企业年度检验工作。在经

济评论员马光远看来，注册资
本并不能代表你一个公司的实
力，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这样
的事例也是在警示管理部门，
要通过制度变革把“公司”这个
称号从神坛上请下来。

除了价格更贵、距离更远，
无非是把原来菜市场里的个体
户，变成了现在扩张后的大超
市里的雇员。

面对城市的过度拥挤和资
源紧张，个别城市计划将低端
产业迁出城区，以带走依附于
此的低端就业人群。对此，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
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葛媒体视点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财富增
长最快的国家，伴随社会资产

“大盘子”的快速增长，居民个人
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量和高净
值人群规模不断跃升，社会上的
闲置资金越积越多。不仅如此，
人们的理财观念也在悄然发生
变化。尤其是渐成“一家之主”的

“80后”，对财富保值增值的愿望
更强烈，也更容易接受理财中的
新鲜事物。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
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在总体上还
很落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财
富管理所涵盖的领域不仅包括
银行、基金、信托、按揭等资产管
理服务和个人信用服务，还包括
保险、税务、遗产、不动产的咨询
与规划安排，以及医疗、子女教

育等服务。与之相比，我国财富
管理机构不仅规模小、资产配置
能力弱，而且业务模式仍处在卖

“理财产品”的阶段，较高水平的
专业理财顾问严重匮乏，行业诚
信度普遍不足，老百姓还在主要
依靠自己去投资、去理财。

差距意味着潜力。专业的机
构做专业的事情，是发展的趋
势。目前太多的个人、太多的“草
台班子”在做投资这一最专业的
事情。随着金融改革的加快推
进、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这种
局面势必扭转，财富管理的“盛
宴”将催生财富管理市场的繁荣
和发达，让更多有专业管理能
力、讲诚信的财富管理机构发展
壮大起来。(摘自《经济日报》，作
者马志刚)

看似皆大欢喜的局面背后暗藏隐忧。用科技手段带来便利、提高效率是件好事，但这
是否会影响到市民接受出租车服务时的公平性，或许更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葛一语中的

财富管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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