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兰州市“11·3”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通报涉及G75兰海高速
公路兰临路段评估情况的通
报在网上发布。通报指出，

“11·3”事故之后重庆交通大
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作为第三方，对事故发生路
段进行了安全性评价。评价
指出，“兰州南收费站现有位
置，若向上坡移，弯多坡更
陡，向下坡移，坡更长、距离
市区更近、危险性更大”。总
之，该路段设计和建设采用
的平曲线、纵坡坡长和坡度、
收费站设置等技术指标，符
合相关规范和标准，为应对
17公里连续下坡的行车安全
风险而增设的 5处避险车道
及1处紧急通道，也符合相关
技术标准。

第三方的评价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及时
回应了舆论关于“11·3”事故的
诸多疑惑，比如，兰州南收费站
选址是否科学，避险车道和紧
急通道的建设是否符合标准。
有关部门面临的舆情压力也因
此得到了极大缓解。事实证明，
由第三方进行评价确实是处置
舆情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它
避免了官方发布的自说自话，
而是让第三方用数据和事实说
话。

“11·3”事故导致15人死亡
45人受伤，一时间舆论高度关
注。公众对收费站选址和避险
车道、紧急通道的建设产生疑
问，也是人之常情，每个疑问都
体现了对生命的关切。厘清真
相和责任也是事故善后不可或
缺的环节。甘肃省交通厅及时
请第三方进行安全性评价，体
现了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但是，

有关部门也应当警惕“让数据
说话”的同时，有可能让公众感
受到一种冷漠，甚至产生“事故
符合规范和标准”的误会。

第三方给出的评价，只能
证明有关部门在事故发生路段
的建设方面没有失职失责，并
不能证明“11·3”事故不可避
免。“11·3”事故发生之后不久，
就有媒体报道，事故发生路段
属于高速公路危险和事故多发
路段之一，此前曾多次发生交
通事故，当地媒体甚至将这段
路称为“死亡路段”：自兰海高
速2004年开通以来，在这段17
公里的陡坡路段至少有六十余
人死于交通事故。每起事故发
生之后，如何避免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都应该成为有关部门思
考的问题。但是，从“11·3”事故
发生之前的多起事故可以看
出，有关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解

决该路段的安全问题。合乎规
范和标准绝不能成为不作为、
慢作为的借口。

甘肃省交通厅的通报中提
到，公路管理部门在“11·3”事
故发生之后采取了多项措施，
其中有“加密警示提醒设施”

“优化路网布局”，不久之后通
行兰临路段的大型货车将被分
流到其他路段，不再由兰州南
收费站进入市区。由此可见，如
果有关部门能在更早之前就采
取积极的措施，“11·3”事故未
必不能避免。所以，尽管第三方
评价认为收费站和道路建设合
乎规范和标准，有关部门依然
需要反思管理中的疏漏。同时，
还应对事故伤亡人员表现出更
多的悲悯之情，以更加谦卑的
态度回应公众关切，避免给公
众造成事故不可避免、死伤都
是命中注定的误会。

别让“符合标准”误导“事故不可避免”

泄露“花总”信息

不能解决问题

11月16日，曝光14家酒店
清洁丑闻的“花总”，在网上贴
出了贵阳汉唐希尔顿花园酒店
有关人员的微信对话截图，指
称该酒店人员公布其个人信
息；酒店随后表示道歉，“花总”
表示“接受道歉”，但要求对方
告知是从什么渠道获得其个人
信息的。

道歉与接受道歉，不是事
件的结束，而是“清洁门”的发展
和演变：一场酒店谍战剧拉开序
幕。参演这场谍战剧的，不限于

“花总”与被他曝光的酒店，今后
会入住酒店的客人——— 其实是
社会公众，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
了这场谍战剧。

有网友问“花总”：你是怎
么知道人家酒店的微信群里的
信息的？其实，最想知道答案
的，应该是贵阳汉唐希尔顿花
园酒店高层：销售部是不是有
内鬼？“花总”要求酒店告知：该
酒店有关人员是从什么渠道获
得他的个人信息的？但是估计

“花总”对此有所猜测。“花总”
并未入住过这家酒店，但是被

“花总”曝光的酒店中，有这家
酒店。如果是贵阳喜来登有关
人员向同行兄弟传递了“花总”
的个人信息，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同行是冤家”，但面对“花
总”这个“外来生物”，酒店之间
就是利益共同体，要携手对付
共同威胁。

“花总”所曝光的酒店清洁
问题，其存在不会是一年两年
了，甚至远不止十年八年。那么
持久的“行业惯例”，岂是一次
曝光就能解决的？“如果有看到
此人预订互相通知”，这条微信
提醒人们：你所入住的酒店客
房里的杯子是用什么东西擦拭
的，仍然要打一个问号。最好，
还是自带杯子。但是，带了杯
子，电热壶带不带？抹布也自带
一块，盥洗室的台板重新擦一
遍？我到底是酒店客人，还是不
用酒店付工资的清洁工？有的
酒店会不会反其道而行：欢迎
客人全程拍摄我店服务——— 这
是不是一个揽客之道？如果酒
店清洁要靠住店客人的摄像头
来维持，这是喜剧呢，还是悲
剧？清洁门，门未关……谍战
剧，战犹酣……（摘自《钱江晚
报》，作者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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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巨额成交量看电商变化新趋势
葛媒体视点

第三方进行评价虽是处置
舆情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并不
意味着有关部门可以因此不作
为、慢作为。面对突发的事故，
有关部门需要反思管理中的疏
漏。同时，还应对事故伤亡人员
表现出更多的悲悯之情，以更
加谦卑的态度回应公众关切，
避免给公众造成事故不可避
免、死伤都是命中注定的误会。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金新

日前，新华社有一消息吸
人眼球：兰州升级“厕所革
命”，洋气的文化砖，通透的大
玻璃，点缀着些许绿植装饰，
没有异味，刷新了人们对公共
厕所的传统印象。可以说，实
施“一厕一景”，把老旧厕所打
造为城市的亮丽风景，满足市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此举很
得人心，但需要指出的是，如
果就近上厕所的需求还没有
得到切实解决，“一厕一景”就
算不上“刚需”，就有沦为面子
工程的嫌疑。

我国兴起“厕所革命”是
从“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开始
的。众所周知，我国原本的厕
所是以旱厕为主，“两块砖，一

个坑，蛆蝇孳生臭烘烘”是对
其生动的写照，这种旱厕给人
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了巨大伤
害。兰州有关部门开展“厕所
革命”，对老旧的厕所设施进
行升级，可谓“雪中送炭”。兰
州的做法在全国并不是独有
的。但是，对于一些城市来说，
公厕质量上去了是一方面，数
量匮乏也是一个现实。由于工
作关系，笔者经常去一些大城
市游学，学习之余也会顺便游
览一下名胜古迹，有一个感
受，内急需如厕之时，无论在
市区还是景区都很难找到公
厕，令人颇为尴尬。

“厕所革命”也该“因城施
策”，对于一些早已解决了脏
乱差的大城市来说，应该根据
固定人口与流动人口的量，科
学合理地安排城市厕所的数
量及其间距，为人们解决找不
到公厕而随地大小便的难堪

状况。
2007年7月曾有一条新闻

吸人眼球：“兰州物价部门近
日在‘掂量’了‘牛大碗’的轻
重厚实后首次限定：凡兰州市
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
售价不得超过二点五元，小碗
与大碗差价为零点二元，违
规者将严厉查处。”此消息一
出，立马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有尖刻的评论认为“管不了
商品房，盯上了牛肉面”。这
话虽有偏激之处，但是也不
无道理。有关部门能对微利
经营的牛肉面限价，为什么
不能对暴利销售的商品房限
价？事实上，对于兰州市民来
说，管好房价才是真正的“刚
需”。同样的，公厕的数量也
是“刚需”。百姓心中期盼的
不是所谓“豪华间”，而是在
内急时能够找得到、进得去、
用得上的厕所，毕竟“真方便、

好使用”才是硬道理。
对于当今的中国城市来

说，厕所的数量、分布以及人
性化设施远不能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需求。而“厕所革命”
的目标，绝不仅仅止步于设备
的更新、亮眼的建筑装修或表
面的干净无味，更重要的是关
乎公共卫生与健康、人文关怀、
环境保护与资源再利用等多方
面要素的系统变革，涉及一系
列复杂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在
厕所建设过程中，有关部门要
切实围绕如厕者有效需要来设
计和建造，切忌将厕所建成“政
绩景观”和“面子工程”。

总之，开展“厕所革命”，
补齐厕所建设短板，应从民众
的实际需求出发，力求数量与
质量并重、实用与美观统一。

葛大家谈

“一厕一景”应避免成为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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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试说新语

□刘远举

今年，天猫双11最终交易
额定格在2135亿元。这个金
额，如果是GDP的话，可以排
到世界第92位，和喀麦隆2017
年的GDP总量相当，超过了巴
拉圭、冰岛等一众国家。这个
数字固然令人惊叹，但是我们
更应该看重数字背后的意义
和趋势。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中国民
众的网购盛况，反映的是中国
大海般的内需潜力。2400亿元
人民币，相当于1978年全中国
的GDP规模，也就是说，今年
天猫双11的消费，接近于把
1978年中国生产的所有货物
全部买光。这种强烈的对比背
后，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2017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
破80万亿元。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人民收入增高，中国人的
消费也逐步升级。2009年，中

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接近4万亿
元，到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
了29万亿元，增长超过了6倍。
这种收入增长不但带来消费
数量的增加，也带来消费品质
的升级。十年前，消费者的电
商购物还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
方面，现在，食品、美妆、服装、
电子化等代表着品质化生活、
消费升级的品类，订单量占比
增长迅速，体现了中国人的需
求正在从“生活必需”走向了

“生活品质”。中国消费者的需
求逐步由基本需求迈向品质需
求，从单一化迈向多元化。

此外，彻底无障碍的链接
线上线下消费闭环的形成，则
是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中另一
个令人惊喜的趋势。比如，用户
可以在实体店下单，免去运输
的麻烦，第二天在家收货。再比
如，用户经过实体店，根据前几
天的手机淘宝浏览记录，系统
会自动推送该实体店的最新相
关优惠，然后再向用户推荐最
适合的返家交通方式。这种消
费闭环，不但可以帮助传统门
店获取客流，还能更精准地进

行用户和商品匹配，引入更精
准、更高效的客流，提升消费效
率，最终构筑新的商业模式。更
重要的是，基于用户行为、消费
记录的大数据，使互联网与制
造业、消费端与生产端更好地
融合起来。在大数据与云计算、
人工智能的赋能下，越来越多
大中小企业开始拥抱互联网，
踏上智能制造、柔性制造之路。

链接消费与生产，不但能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也使
厂家生产出更多与消费升级
同向而行的新产品，让企业在
这轮经济结构调整中获得新
的生长，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供
给侧的效率与品质。比如，今
年俄罗斯世界杯正是通过工
业互联网平台，迅速整合起30
多家制造商，赶制完成了100
多万个世界杯吉祥物。

今天我们的一切都离不
开电脑，离不开操作系统。比
如，一个人在Windows系统中
的Off ice软件中敲下需求文
档，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传到
另一个使用Windows系统的
电脑中，另一个人根据Word

文档的需求，在CAD中做图
设计，然后图纸传送到同样安
装Windows系统的工控机中，
直接指挥 3D打印机生产出
来。从创想到实物，一切都在
这个系统上实现。在天猫双11
我们已经看到与此类似的操
作系统在运行，包括购物、娱
乐、本地生活服务等多元化的
商业场景及其所形成的数据
资产，与云计算结合，成为全
面赋能品牌、商家和企业的基
础设施。在这个基础设施平台
上，传输着需求、销售、生产、支
付、信用、金融等各种数据。线
上线下的各个商业部门，既产
生这些数据，又利用这些数据，
形成一个庞大而丰富的有机循
环。这个操作系统的形成，与
其切实高效的运行，就体现在
此次天猫双11的新纪录上。

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会更加深入传统经济
模式中，正如Windows一代代
升级，阿里这个操作系统也应
不断升级，产生出更多的软
件，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作者
为财经专栏作者）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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