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济南召开了全市棚
改旧改（征收拆迁）暨老旧小区
整治改造工作推进会议。根据
已经公布的任务安排，无论是
棚改安置房新开工数量，还是
拆迁面积数量，都比去年有大
幅度增长。对照相关时间表，可
以预见棚改旧改和老旧小区整
治改造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将有
明显提速。联系到当前如火如
荼的拆违拆临工作还可以看
出，一手抓拆违一手抓棚改，不
仅能迅速提升市容市貌，还能
从根本上提高民生水平。

随着拆违拆临工作的全面
展开，很多老旧小区沿街的小
吃摊、烧烤店等方便居民生活
的门头房，因为违反相关法规
已经被拆除。法律尊严得到维

护，公共环境得到改善，市民对
此当然是支持的，但是也不能
否认，不少市民的生活确实不
再像以前那么便利。因为很多
违建的商业服务设施被拆除，
他们的生活圈不得不扩大半
径，比如，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买
一顿早餐。如此，拆违带来的红
利也就被不方便的日常生活抵
消了不少。

除此之外，老旧小区如果
长期不宜居，还有可能产生违
建回潮现象。有需求就有市场。
在很多地方，老旧小区的违建
都是先从临时打开的售货窗口
开始，不断地“探头”“伸舌”，成
为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的“疮
疤”。城管部门因为职责所在，
也会不定期地清理整顿，但是

因为规划缺陷，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一些地方的拆违常
常成为“一阵风”，很重要的原
因也在于此。济南这次的拆违
拆临，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都
是前所未有的，随之而来的问
题则是如何保持来之不易的工
作成果。

济南此时将棚改旧改和老
旧小区整治改造作为重大的民
生工程、发展工程来抓，抓住了
要害和根本。一些老旧小区之
所以成为违建重灾区，就与民
生欠账太多有很大关系，规划
和建设不完善，市民不得不“自
救”。现在，市领导明确表态，

“要像给自己父母盖房子一样
对待这项工作”，这就意味着新
建的棚改旧改安置房不仅要便

宜，更要宜居，各项服务配套设
施完善了，被安置市民自然不
需要“赶大集”或者自建门头房
了。而老旧小区改造标准的不
断细化，也会让那些配合拆违
拆临工作的小区居民看到“大
拆”之后的“大建”，真正感受到
拆得好、拆得值。

无论是拆违拆临，还是棚
改旧改，通常都是城市建设管
理的难点所在。一些地方因为
畏难心理，不敢深入，或者只抓
一点，不及其余。而济南市现在
敢于两手齐抓，很重要的原因
应该是看到了这两项工作的相
通相辅之处。只要做到以市民
为本，不与民争利，相信济南一
定能搞好棚改旧改老旧小区整
治改造工作。

棚改旧改与拆违拆临相通相辅

围观“人机大战”别只盯着输赢

□江德斌

柯洁与AlphaGo的围棋
人机大战三番棋第一局打响。
虽然多数围棋和科技界人士
并不看好柯洁取胜，但柯洁还
是用放松的心态应对大赛。包
括古力在内，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柯洁能够取胜一盘都是小
概率事件。第一局，柯洁执黑
负四分之一子。

经历过去年李世石与
AlphaGo的人机大战，以及
Master“完美屠杀”人类棋手
后，公众一再被人工智能的强
大棋力震撼，认识到人类棋手
与人工智能的巨大差距，几乎
没有翻盘的可能性。因此，柯
洁与AlphaGo的围棋人机大
战结果并没有多少悬念，唯一
的希望就是柯洁能否赢一局，
为人类棋手争得荣誉之战的
最后面子。对于普通人而言，
围棋人机大战除了输赢之外，

还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值得我
们去关注和思考。

在去年人机大战的舆论
报道热潮影响下，完成了围棋
和人工智能知识的普及宣传，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人工智
能的发展现状，对其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人工智能开始走下
科幻神坛，逐渐被大众所熟
知。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的帮助，以及对人类的威
胁，亦在社会各界形成了探讨
的氛围，争议很大，并没有达
成一致看法。对于普通人而
言，人工智能对我们工作与生
活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些，也更
需要了解。

AlphaGo只是专门设计
用来下围棋的人工智能软
件，其在围棋领域达到“神
级”水平，远远超过人类棋手
的棋力。但是，AlphaGo在其
他方面就无能为力了，综合
能力尚比不过一个三岁的孩
子，这就是AlphaGo的局限
性，也是人工智能目前的短
板，只是在各个领域发挥到

极致，还没有达到全能型的
地步。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奇点也
会降临，人工智能将在所有
领域完全超越人类，成为超
人类智能，为人类文明的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很多
领域已经大规模应用了，比如
网络搜索、垃圾邮件过滤、Siri
语音助手、刚刚出版诗集的微
软小冰等，都是网友常用且难
以离开的技术。而且，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无
人驾驶、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等领域，也正在形成突破性的
力量，未来将为人类提供更方
便、更有效率、更安全的社会
环境。我们在科幻电影、科幻
小说看到的很多梦幻式场景，
未来也会在人工智能的帮助
下逐渐得以实现。

至于人工智能对普通人
的负面影响，恐怕最直接的就
是就业危机。由于人工智能的
高效率、稳定性、持续性比人
类更有优势，很多工作都会被

人工智能取代。国际会计业巨
头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研究
报告指出，未来15年美国38%
的工作被机器和AI取代。这
就带来两种结果，其一是人类
更轻松了，可以摆脱重复、简
单、枯燥的工作，社会生产力
将会大幅提高；其二则是部分
人面临失业风险，需要在其他
领域发展，从而必须保持终身
学习的能力。

前几天闹翻全球的“勒
索病毒”，令各国民众认识到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也
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感到忧
虑。试想下，未来人工智能全
面普及之后，人类将深度依
赖人工智能，如果黑客、恐怖
分子等劫持人工智能，利用
人工智能搞破坏，将会造成
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人类
需要未雨绸缪，加强对人工
智能安全问题的防范工作，
各国应摒弃偏见，制定统一
的规则，携手规范人工智能
的发展和应用，为人类建好
最后一道安全防火墙。

□王昱

近日，不断有培训机构因
过度推行超前教育而被曝光，
教育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

整治应试教育问题这么多
年，知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说的

“教育军备竞赛”似乎越演越烈。
说到底，这不过是对庞大社会竞
争压力的一种投射和换算。家长
逼迫孩子好好学习时，最常用的
一句口头禅就是“好好学习才能
考个好大学，考上好大学才能找
到好工作”。这句话的背后是家
长基于人生经验的“工作焦
虑”——— 他们看到有些单位朝九
晚五就能拿到高工资，而很多工
作需要起早贪黑却收入微薄。虽
然现实中找个“好工作”最具决
定性的条件往往是一个家庭所
能调用的“社会资源”，但对并无
多少“资源”可拼的普通家庭而
言，唯可指望的就只有让孩子拿
个好文凭。这也是“教育军备竞
赛”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此，很多人会联想到德
国，德国由于建立了一套完善
的教育分流体系，可以很好地
选拔有学习天分的孩子进入大
学深造，而将另一部分孩子分
流到职业教育中去，从而减轻
每一个人在求学生涯中的痛苦
和压力。这种做法曾经很受一
些中国教育家的青睐，但近年
来的引进尝试都失败了。在中
国，技校依然是“差生学校”的
代名词，拜之所赐，中国的技工
专业化也迟迟未能成行。原因
何在呢？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德
两国的社会分配制度、职业理
念使然，德国的不同工种间的
收入差距不像中国这样悬殊，
社会上也不存在某种职业是

“人上人”的陈腐观念。正因如
此，德国的家长和学生才能坦
然接受教育体制的分流，而没
有出现“教育军备竞赛”。

如果我们真的心疼孩子，
不愿意让他们在美丽的童年再
吃太多的“苦中苦”，最根本的
解决之道恐怕在于加快推进职
业平等、社会公平的步伐。只有
当“人上人”的观念及其土壤不
复存在时，学子们的“苦中苦”
才能不消自解。

不当“人上人”
少吃“苦中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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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拆违拆临，还是棚
改旧改，通常都是城市建设管
理的难点所在。一些地方因为
畏难心理，不敢深入，或者只
抓一点，不及其余。而济南市
现在敢于两手齐抓，很重要的
原因应该是看到了这两项工
作的相通相辅之处。

公积金存贷倒挂背离制度设计本意

葛一家之言

葛试说新语

葛公民论坛

□何勇

记者梳理发现，广东、北
京、上海等地，住房公积金缴
存职工中，低收入群体占到六
成左右，但是使用公积金贷款
职工中，低收入群体仅占三成
左右。与之对应的是，中等收
入群体在缴存中占比低，但在
贷款中占比高。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本
意和初衷是让更多的中低收
入的工薪人群可以通过公积
金购买住房，圆上住房梦，增
强住房保障，促进社会公平。
公积金存在严重的缴存、贷款
倒挂现象，低收入群体缴存的
公积金比例虽很高，但由于无
力承担购房首付，很少能够使
用公积金贷款购房，工薪群体
基本上用不上公积金，中低收

入人群没有得到住房公积金
制度的关照和惠顾。

与此同时，公积金提取总
额占缴存总额的比例不到
50%，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发
放率不到70%，低于85%的目
标值，每年上万亿元的资金躺
在公积金的账上“沉睡”。另一
方面，在公积金缴存上，民营
企业职工的公积金缴费比例
较低，按照下线标准缴费，一
个月缴百十元，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
的公积金缴费比例普遍较
高，基本上按照顶格上线标准
缴纳公积金，甚至一个月缴上
万元。

这些意味着住房公积金
已经沦为“劫贫济富”的制度，
严重背离了公积金雪中送炭
的制度本意，有损社会公平正
义，这也是住房公积金制度饱
受社会诟病的根源所在。

当然，不可否认，近年来，

为了扭转公积金“劫贫济富”
的局面，各地在公积金改革上
出台了一些措施，主要方向是
拓宽公积金使用范围，不再局
限于贷款购房，比如允许居民
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允许居
民提取公积金支付重大疾病
医疗费等，但居民提取公积金
的门槛仍然比较高，提取手续
比较麻烦，使得很多居民宁可
掏现金支付房租，也不愿意提
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最关键的是，公积金制度
的本意是方便居民通过公积
金购房，而各地公积金改革的
措施，始终没有触及公积金制
度的这个核心，没有从方便中
低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公积金
买房入手。相反，在房地产调
控政策影响下，公积金贷款总
额下调，让中低收入人群通过
公积金买房的难度进一步加
大了。

任何改革都应围绕制度

本意进行，实现不了制度初衷
这个目的，那就是徒劳无功。
公积金制度改革，拓宽公积金
用途、降低公积金提取门槛都
只是治标的改革手段，最根本
的是要方便中低收入群体可
以通过公积金贷款圆自己的
住房梦，而不只是让居民能用
上公积金。

因此，必须改革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与缴存额度挂钩
的做法，对于通过公积金购买
首套房的刚需群体，在风险控
制范围之内，应当提高他们的
公积金贷款额度，让缴纳公积
金的居民尽最大可能通过公
积金贷款购房。再者，公积金
实现全国统筹，打破地方利益
藩篱，让每一位缴纳公积金的
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公积金贷款买房，特别是在大
城市工作、缴纳公积金的居
民，直接用公积金在老家贷款
买房。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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