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大新闻中心昨日迎
来“超强”阵容，教育部、民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
计生委等五部委负责人一起
出席记者会并回答有关提问。

以上五部委都是直接关
系民生的部门，所以这次的记
者会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从五部
委负责人的回答可以看出，过去
五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民
生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部
长们为此感到骄傲，群众对此也
有显著的获得感。但是，五部委
负责人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
就，他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民
生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还有很多
没有啃掉的“硬骨头”。比如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坦言，入园难、入
园贵的问题，控辍保学以及到

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
生制度是难啃的三个“硬骨头”。
而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则
谈到了，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健
康的新需求和目前医疗服务供
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部长们的看法与十九大
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判断
是一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
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应该是以上五个部委今后
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尽管在过
去的五年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
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
房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民生短
板也是不容回避的。自改革开
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
健全，分配制度不够完善，城

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等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区
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在生
活水平和发展机会上至今仍
有很大差距。让数千万贫困人
口“脱真贫、真脱贫”，让为数
不少的失学或辍学儿童回归
校园，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找
到满意的工作，让挤挤挨挨的
棚户区改变面貌和居住环境，
让“看病难、看病贵”不再成为
居民的焦虑……仍是未来几
年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就整体而言，因为民生短
板出现的问题通常都是很小
的概率，但是无论是失业还是
失学，对每个当事人来说都是
极大的不幸。党既然坚持把人
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
事，就必须着力解决大局中的

“小概率”。这些看似不大的问
题其实已经成为当前主要矛
盾的重要内容，为了让发展更

平衡更充分也不能绕过这些
民生难题。如果不能打赢脱贫
攻坚战，实现全部脱贫，我们
就不可能胸有成竹地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在民
生领域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我们也很难理直气壮地
说改革没有成为“夹生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行百里者半九
十。在走过极不平凡的五年之
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人民，仍然是民心所向。
这就需要各个部门再加把劲、添
把火，破除制度瓶颈，打破固有
利益格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现在，
部长们纷纷摆出“硬骨头”，让
人看到了准备打硬仗的姿态，
群众也就更有盼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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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利用经济杠杆推广“绿色包裹”

“兰小草”的可贵

不只是匿名捐款

20日晚，48岁的王珏因病
去世，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这
个和家人坚守浙江温州洞头海
岛渔村28年的乡村医生，就是
缺席了无数次公益奖项颁奖，
却坚持公益捐款十多年的神秘
捐赠人“兰小草”。而且，“兰小
草”身份的曝光，并不是他的家
人想借机炒作，而是因为“兰小
草”去世之后，他的家庭断了收
入来源，无法继续践行捐款33
年的承诺，他的家人才不得不
公开身份。“兰小草”及其家人
如此低调和默默无闻的行善行
为，毫无疑问，令人十分尊敬，
符合慈善事业的初心。

众所周知，慈善的基本前
提就是自愿和不求回报，慈善
是出于个人内心，是给自己心
灵一次提升和净化的机会，而
不是作秀给别人围观，这是慈
善事业的基本价值观。“兰小
草”默默无闻的匿名捐款，虽然
累计金额不算特别高，与那些动
辄捐款上百万、上千万的富豪没
法比，但与少数人把做慈善事业
当成商业广告宣传形成了鲜明
对比，更显得弥足珍贵。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响应“兰小草”匿名捐款的选
择，争当“兰小草”，默默无闻地
献爱心、做好事。一旦身边有人
遭遇困难时，就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助之手。只有这样，社会上
心怀爱心和感恩之心的人才会
越来越多，我们的慈善事业才
会更加成熟，我们的社会才会
越来越和谐。

事实上，“兰小草”王珏的
可贵不只是匿名捐款，还有他
坚持守护海岛28年当村医成为
小岛老百姓的“生命守护神”，
这种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不求
回报的高尚品格，同样值得我
们学习和传承。这种奉献与他
的匿名捐款如出一辙，有着相
同的精神脉络，同样是默默无
闻的。这种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的高尚品格和职业精神尤为可
贵。 （读者 何勇）

□史洪举

近日，苏宁易购推出一款
塑料快递盒，使用时是一个方
形的塑料箱，买家签收后，快
递小哥就会将它折叠起来，带
回仓库重复使用，预计单个快
递盒使用寿命可达1000次以
上。京东也推出了循环包装
袋，这种包装袋以抽拉绳密
封，买家到自提点带走商品
后，包装袋由配送员回收，返
回仓储再次使用。菜鸟网络也
即将与合作伙伴、商家一起，
在全球启用20个“绿仓”。（10月
22日《都市时报》）

从报道可知，很多电商平
台推出循环包装袋、塑料快递
盒的主要原因，是今年以来原
料纸价“一路高歌”，导致纸质

快递箱成本大增。循环包装袋、
可降解快递袋以及可重复利用
的快递盒随之诞生，这是经营成
本提高倒逼企业更加“重视环
保”的实例。毋庸置疑，在网络购
物高速发展的今天，“绿色包裹”
的使用客观上将大大减少环保
压力，值得推广。

众所周知，在我国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网购大国的背景
下，快递包裹的使用也大量增
加。据统计，2016年中国产生了
300亿个快递包裹，这一数字在
2018年将达到500亿。而很多商
家为避免商品运送途中损坏，
则不惜层层包装，一些商品被裹
得像个“粽子”。快递包裹基数的
增多以及单个快递的过度包装，
既浪费自然资源，同时消费者不
能二次利用的包裹又成了只能
丢弃的垃圾，进而对环境保护形
成更大压力。2016年10月，国家
邮政局发布的《中国快递领域

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
告》显示，2015年我国快递仅包
装使用的胶带总长就可以绕
地球赤道425圈。

数量如此庞大的快递包
裹和胶带，对环境资源的危害
可想而知。特别是，不像一些
塑料袋那样可以被居民作为
垃圾袋二次利用，很多快递包
裹在消费者拆封后就直接当
作垃圾抛弃。因此，使用循环
快递盒、循环包装袋、百分百
可降解快递袋等环保包装也
就成了当务之急。据报道，一
些塑料包装盒虽然制作成本
较高，但是结实耐用，可在节
省胶带和包装的前提下对内
部商品形成保护。而且折算下
来，其使用成本比纸质包装箱
要低很多。

换言之，无论是从保护环
境角度还是从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角度出发，“绿色快递包

裹”都值得大力推广。条件成
熟时，相关部门有必要出台统
一的行业标准，加大“绿色包
裹”的覆盖率。当然，具体推广
过程中可能还面临消费者不习
惯、快递员难以接受等阻碍。如
使用“绿色包裹”需要快递员当
着买家拆开包裹，将商品交给消
费者后收回包裹，但一些消费者
不愿意快递员看到其购买的商
品，或者一些商品本身就是隐
私物品。加之快递员拆包装、
回收包装会占用其投递时间，
快递员的积极性可能也不高。

这样一来，推行绿色快递
包裹时，还应对消费者及快递
员进行适当激励。如不妨以积
分、优惠券、减免运费等形式
对主动选择绿色包裹的消费
者进行奖励，并按件奖励回收
绿色包裹的快递员。这样才能
让“绿色包裹”成为商家、消费
者和快递企业的自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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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网贷信披标准升级为“国标”

□冯海宁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以下称“互金协会”)发布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网
络借贷》(T/NIFA 1—2017)团
体标准。与此前的标准不同，
新标准将强制性披露项由原
来的65项增至109项，其中包
括与投资者息息相关的网贷
平台安全问题及借款人信息
透明等问题。

借助互联网工具快速成
长起来的网贷业，由于具有成
本低、效率高、覆盖广等特点，
解决了不少人的借贷难题，推
动了消费增长。另一方面，网
贷机构从少到多、从小到大，
也获得快速成长，目前网贷机
构多达4129家。

在快速发展的背后，这个
行业存在的问题不少。比如之

前大多数网贷机构都向大学
生提供贷款服务，存在高利
息、高收费、乱催债等现象，受
到有关方面严厉整治。再如，主
动关闭、提现困难、失联跑路的
问题平台不少。数据显示，已有
3925家停业及问题网贷平台，
这类平台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损害了投资人等的权益。

为此，国办去年4月份印
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治理成效比
较显著。而“互金协会”此次发
布的网贷信息披露新标准，不
仅有利于保障网贷相关权利
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也能倒
逼网贷机构规范化经营，因为
信息披露可以让阳光充分照
进网贷行业。

此前，网贷信息披露也是
有标准的，缺点就在于强制性
标准偏少，作用有限。而新标
准将强制性披露项由原来的
65项增至109项，显然是一种
巨大进步。如果网贷平台严格

按照这个新标准披露相关信
息，我国网贷行业信息透明度
必然大幅提升，有望遏制该行
业的很多乱象。根据新标准，
今后平台停业、整顿、关闭情
况及主要负责人变更等信息
均需披露，就能避免客户因信
息不对称蒙受损失。至于曾出
现过的暴力催收问题，新标准
则要求平台应披露其采用的
催收方式。

这就是说，新标准是以问
题为导向进行制定的，通过信
息披露来规范行业发展，具有
多种现实意义。不过，这个新
标准能否落地，让人有些担
忧。因为该标准发布者是行业
协会，新标准更像协会标准。
众所周知，行业协会只能约束
会员，有时则连自己的会员也
不能有效约束。

那么，非会员机构未必会
执行这个新标准。假如会员机
构不严格执行，好像没有办法
约束。虽然新标准中有109项

强制性披露项，但似乎没有相
应的惩罚性措施。换言之，如
果部分网贷机构不执行新标
准，行业协会似乎也没有办
法。如此，这个标准有可能沦
为“花瓶标准”。因此，这样的
新标准，需要由行业主管部门
加以确认，以增强标准的权威
性；同时，需要围绕新标准制
定配套制度，增加标准执行的
强制力。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一者，证监
会发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二者，该管理办法
中有相应罚则。

一旦网贷信披新标准也
由行业主管部门发布，有配套
制度且有明确的罚则，相信落
实效果会大不一样。这样的标
准才更像“国标”。目前则是一
种协会标准，似乎连行业标准
都够不上。鉴于网贷在我国经
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大，期待有关方面能提升
新标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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