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政府
和高新区管委会相继发布通
告，启动对辖区违法餐饮企业
的整治，居民小区底楼开设的
餐馆成为整治重点。据统计，仅
历下区就有3000家餐饮经营企
业，其中大约三分之一需要整
改或依法关停。

居民楼底楼开餐馆，在济
南以及其他不少城市，都是常
见的现象。靠近居民区的特殊
地理优势，对餐饮业而言很有
吸引力。这些餐馆在方便附
近居民的同时，也带来了许
多问题：一方面容易对居住
环境、空气质量造成污染，另
一方面则是燃气使用存在的
安全隐患。正是考虑到上述
问题，城市对“住改餐”有很严
格的规则限制，依法对相关经
营主体加以整治，是城市管理
者的职责所在。

说到整治“底楼餐馆”，有
些人感到不理解，认为这会让

生活变得不方便，殊不知，所谓
的“方便”代价是很高的。比如
在一些老旧开放式小区，底楼
并没有专门处理油烟异味的设
施，加装也很困难，食客吃了
饭、餐馆挣了钱，可楼上的居
民就遭殃了，长年不敢打开
窗户。而且，绝大多数底楼商
铺，建设时并没有考虑到开
餐馆这一用途，经营者不得
不使用液化气，结果就是连
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就
在不久前，济南唐冶的一家底
楼餐馆发生气罐爆炸，巨大的
破坏力让人记忆犹新。

自己得了好处，风险让别
人去担，这种事在哪儿都说不
过去，为了避免如此不合理的
情况出现，对于“餐馆开在哪
里”这件事，城市管理者制定了
相应的规则。比如，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就对
居民住宅楼、商住综合楼经营
餐饮服务做了明确要求；而在

使用液化气的情况下，一楼餐
馆、二楼住家明显违反明文的

《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要求》。
换句话说，城市管理者对“底楼
餐馆”开展整治，不仅仅是维护

“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维护
居民的安居权益，更是依法办
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不只是经营餐馆，
在居民区“底楼经商”或直接

“住改商”，必须着重考虑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受到的限制也
就更多。比如噪声较大的加工
厂、KTV等，和有油烟、异味的
餐馆类似，不宜距离居民住宅
太近。又比如人员较为复杂的
俱乐部、辅导班等，若是开在居
民楼上，也难免与住户之间产
生矛盾。道理说起来并不难
理解，城市按照功能进行区
域划分，不同的功能对基础设
施等有不同的要求，而“分而治
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混杂
造成的相互干扰。

也正因如此，既然一个区
域已经确定了“居住”的功能划
分，就要把这项功能放在首要
位置，而不能仅仅为了部分人
的“方便”，就破坏了既定的功
能属性。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功
能属性加以管理，其实也没有
什么不方便的，只不过，从“混
杂”到“不混杂”，需要有一个
适应的过程。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今年以来济南的拆违拆
临工作，一开始也有人在担
心“不方便”。可几个月过去
了，被占的道路更畅通了，合
法的商区更繁荣了，经过看
似“不方便”的阵痛，生活实际
上变得更方便了。

由此可见，不守规则、随
心所欲，才是最不方便的。有
些做法，就算在特殊时间段
方便了特定人群，最终也会
给整个城市环境和生活在这
座城市的所有人，造成持续
性的不方便。

整治违法餐饮，让城市更宜居

“无现金”支付，安全才是首要问题

□谭浩俊

微信自2015年便已推出8
月8日为无现金日，支付宝今
年则抢先赶在8月1日-8月8日
推出了“无现金城市周”。微信
和支付宝两大巨头对于无现
金营销活动的“较劲”，将本已
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无现金支
付推上了风口浪尖。

由于个别单位采取了比
较极端的手段，“无现金”问题
也引起了管理层的高度关注。
如珠海一家面馆因只接受手
机支付而“谢绝现金”，被央行
珠海支行认定为“拒收人民
币”的违法行为。而进一步的
消息是，7月底，央行武汉分行
约谈蚂蚁金服公关部负责人，
告知人民币管理相关法律制
度，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在无现金城市周活动中去掉

“无现金”字眼；二是撤掉所有
含有“无现金”字眼的宣传标
语；三是公开告知参与商户不

得拒收人民币现金，尊重消费
者支付方式的选择权。

能不能用“无现金”的表
达方式，在相关活动中是否一
定要去掉“无现金”字眼，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无现金社会”终
将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因为，
货币也不是天然就有，也是从
物物交换逐步转变而来。而进
入货币时代以后，也不是一成
不变，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又出
现了诸如银票、汇兑等不直接
接触现金的支付手段。无论是
货币还是银票等，在首次出现
时，也遭遇到了与“无现金社
会”一样的质疑。但是，最终都
变成了现实。

真正应当关注的，并不
是 用 什 么 概 念 ，而 是 安
全———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

“无现金”支付安全隐患，防
范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因
为，随着“无现金”范围的不
断扩大，可能出现的安全隐
患也会越来越多，需要解决
的安全问题也会越来越复
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

有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很
容易发生风险，并引起广大
居民对“无现金”的担忧。当
年货币替代实物、银票替代
直接使用现金时，面临的最大
问题也是安全问题，这些货
币、银票等是否安全，是否会
给使用者带来风险。也正是因
为没有在安全方面出现太大
的漏洞，不仅没有给企业和居
民带来严重损失，还有效避免
了实物、现金被抢等方面的问
题，才最终为企业、居民所接
受，并一直发展到今天。

移动支付手段的出现，不
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对现
金使用产生了冲击。虽然银
票、汇兑等也是“无现金”的一
种表现形式，但那都是发生在
重要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
中，日常生活中主要还是现金
支付。移动支付颠覆了现金支
付方式，对现金是否还有必要
存在提出了挑战。在一些移动
支付比较发达的城市，“无现
金”支付已经超过了90%。

“无现金”对安全的要求，
显然比现金更高。毕竟，现金

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相关
的监管制度运行规则都已经
相当完整，出现风险的概率
非常小。移动支付诞生时间
不长，很多方面需要完善，需
要防止漏洞、打好补丁。所
以，切不要围绕该不该使用

“无现金”概念争得不可开
交，而应当把目光更多地转
向安全方面，围绕安全问题
展开积极讨论，投入更多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专题
研究，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
法，确保不发生严重的安全
风险，确保企业和居民能安
全地使用移动支付。

有关方面的担心也有一
定道理，采取一定的措施确
保“无现金”不要发生大的问
题，尤其在现金没有退出市
场的情况下遏制不收现金问
题的发生，也是需要的。但
是，无论如何，不要为“无现金
社会”的到来设置障碍。“无现
金社会”终将到来，只是时间问
题。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是
应对“无现金社会”最重要、
最紧迫的工作。

法官殴打银行保安，且慢“协商”解决

名名校校如如何何共共享享？？

烈日炎炎，北大、清华等名
校又成了游览胜地。看名校，考
名校，参观者中最多的还是带着
孩子来的家长，背后折射的是普
遍的名校情结。

然而，与一些国外大学城相
比，国内不少高校的空间承载力
较弱，况且暑期还有不少师生在
校工作学习，学校心有余而力不
足，只能有限开放。如此一来，进
校就变成了稀缺资源，给黄牛生
意留下了空间。但即便限流，校
园的正常学习、生活秩序仍然受
到挤压，给学校管理带来不小压
力。

学校有苦衷，游客则有怨
气：“凭什么不让自由进？北大清
华可是全国人民的。”如何平衡
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和校园秩
序，既顺应人们的参观诉求，也
满足学校的教学需求？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回
到对大学本质的思考上来。大学
何为？培养人才为上，输出智识
为重。这也是名校被仰视的根本
原因。一旦基本的教学秩序得不
到保障，对于全社会来说，就会
因共享泛滥而变得不经济。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当人们说“北大
清华是全国人民的”，指向的不
仅是游览北大的未名湖畔、清华
的荷塘月色，更应是教育机会向
普通人敞开以及知识产出的普
惠。正因此，比有形的游览更有
价值的，是无形的知识共享与智
慧启迪。参观校园应该以充分保
障教学秩序为前提，这也正是为
了让全社会能够更好地共享大
学的知识产出与心灵产值。

更应看到，名校游乐此不
疲，反映着人们对优质教育资
源的向往。读懂深层需求，方
能找到拓宽名校大门的钥匙。
一方面，进一步在教育均等化
方面发力，做大优质教育资源
时不我待；另一方面，也需要
名校能够进一步发挥网络公
开课的功效，让没有围墙的校
园能够为社会共享。比起有形
的校园，这样的共享“取之无
禁，用之不竭”。当这种共享变
得唾手可得，名校的大门是否
为游客拓宽，可能就会变得不
那么重要了。（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何鼎鼎）

近日，媒体曝光了一段
“法官殴打银行保安”的视频，
画面中4名法官与银行保安发
生冲突，保安被法官铐上手铐
拖到警车囚禁了两个小时。此
事已得到保定市满城区法院
证实，涉事法官已经“被停止
相应的工作，做出深刻检查，
然后通报”。

法谚有云：“法律是通过
法官之手降临人世。”在群众
的眼中，法官就是公平正义
的象征，而满城区法官的4名
涉事法官的行为显然践踏了
法律尊严，他们应该得到怎

样的处理本应该由法律作出
裁判，可惜法院却以“罚酒三
杯”的方式处理此事，让人再
生遗憾。

法院方面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法官是在“执法过程”中
与保安发生口角，而被殴保安
表示，涉事法官浑身酒气且有

“骂街”行为，从银行录像也可
以看出法官们比较冲动，有殴
打和拖曳保安的行为，不像是
正常执法。此事究竟是酒后滋
事，还是执法过程中起冲突，
应该有合乎程序的权威调查，
而现在只有满城区法院的单
方解释，未免有些苍白无力。

如果法官确实是酒后殴
打保安，那么其中有人可能还
涉嫌酒后驾驶甚至醉驾。此
外，保安鼻骨被打歪、左耳听

力下降，之后又被铐上手铐拘
禁两个小时，涉事法官是否已
经触犯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
法，这些都需要有明确的结
论。法院是法律尊严的捍卫
者，对这些问题更不应该含糊
其辞。满城区法院的处理结
果，目前只是停止涉事法官的
相应工作，待其做出深刻检查
后通报批评，试图以单位内部
的道德批评和纪律处分取代
法律追责。如果说法官冲动殴
打保安的行为令人心寒，那么
法院敷衍舆论的处理无异于
又泼出了一盆冷水。

尽管满城区法院声称已
经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了此
事，但是无论被殴保安是否满
意，舆论都很难接受这种推开
法律“和稀泥”的结果。此事仍

然需要公安机关继续介入，查
明细节真相，决定是否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法院可在此
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党纪政纪
处分。法官殴打保安，固然是
法院的“家丑”，但是法院不
能因此袒护涉事法官，干扰正
常的调查。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起
涉及法官的事件最终如何处
理，直接影响到群众的感受，
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放在第
一位。只有法院成为法律的忠
实捍卫者，人民群众才会坚定
不移地信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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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评论员观察

经营餐馆必须着重考虑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城市管理者
对“底楼餐馆”开展整治，不仅
仅是维护“权利义务对等”的原
则，维护居民的安居权益，更是
依法办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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