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六里河街道城管委：

开展违章搭建整治

持续提升城市品质

近日，济南市市中区十六

里河街道城管委联合区执法局

十六里河执法中队对辖区违章

搭建开展专项整治。

加强日常巡查，强化道路

两侧和小区违章搭建的巡查管

控力度，同时与辖区小区各物

业管理单位建立联动机制，采

取“即查即清”执法模式，及时

发现，坚决遏制毁坏绿地、圈地

种菜现象的发生。针对违章搭

建情况，约谈违建当事人，要求

限期整改。截至目前，累计拆除

私自搭建杂物棚2处，清理圈占

绿地7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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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辆警用摩托为爱集结彰显城市善意
□评论员 张泰来

这是一场爱的集结。
为了帮一名患癌女孩圆“骑

士”梦，8月20日，济南交警支队
高架路大队一次派出了25辆警
用大功率摩托车，与一众摩友一
起，带她参观、介绍大功率摩托
车，为她送上了饱含祝福的礼
物。这一幕，感动了无数网友。

女孩名字叫宁宁，今年刚刚
7岁的她，已经有着4年的抗癌
史。2018年，宁宁确诊神经母细
胞瘤，这是一种堪称“儿童癌王”
的严重疾病，治愈生存率只有
5%左右。

当今医疗技术条件之下，对
于癌症等重大疾病，尚无有效
的治疗手段。患癌，即便是对于
成年人来说，都是生命难以承

受之重，更何况是一个刚刚7岁
的女孩，更何况，罹患的还是

“儿童癌王”神经母细胞瘤。宁
宁妈妈说，4年来，已经不记得
宁宁曾经做过多少次的骨髓穿
刺。这个7岁的女孩，实在是承
受了太多的苦痛，多到让陌生
人都为之心疼，多到让人不忍想
象……

在重大疾病面前，人类是渺
小的，同时又是坚强和伟大的。4
年来，为了那5%的生存概率，宁
宁和她的妈妈从来没有想过放
弃，一直奔走在求医的路上，辗
转国内外8个城市，变卖了家产
也不后悔。

4年求医路，宁宁和她的家
人展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坚
韧，他们的坚强让人为之动容，
他们的抗争让人肃然起敬。

4年求医路上，也离不开社
会大众爱的支持。爱是会传染
的，无数的人，为宁宁的病痛心
痛，为她的坚强乐观感染，为这
一家人之间的爱而感动，他们发
自内心地想要帮助宁宁，帮助这
个家庭渡过难关。

我们看到，经营餐馆的马泓
锦4年来一直坚持资助宁宁，每
天都把营业额的零头转给宁宁
妈，“6800元，我就转800元；5300
元，我就转300元。”

我们看到，因为宁宁一句喜
欢“想骑大摩托车”，济南的摩友
们从春天就开始策划组织“爱的
骑行”，活动发起当天就有100多
人报名。

我们看到，为了促成这次
“爱的骑行”，济南交警支队高架
路大队精锐尽出，一次就出动了

25辆警用大功率摩托车。为了一
个小女孩，交警铁骑们提前了半
个多小时来到集合地点。阳光
下 ，他 们 的 骑 行 服 在 闪 闪 发
光……

城市本没有情感，是生活在
城市里的人给了城市以温度，生
活在城市里的人的品格决定了
城市的品格。为患癌女孩圆梦，
是一场爱的集结，是济南城市温
度的集中展示，让我们看到了这
座城市的温情和善意。

疾病无情人有情，我们愿
意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宁宁和
她的家人，祝愿宁宁早日康复，
祝愿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幸福
安康。我们也愿意把最大的敬
意送给这座充满温情的城市，
济南人，你们是好样的，为你们
点赞！

□评论员 孔雨童

8月21日，关于睡眠时长的
争论登上热搜。初始话题在于一
公众人物在节目中侃侃而谈，爆
出“睡四个小时很完美”“睡三小
时后就会做噩梦”“睡多了是一
种伤害”等惊诧言论。

人每天应该睡多久，这是个
科学问题。无数医学研究和专
业人士都建议，正常人一天应
当保证7小时以上睡眠。当然，
每个人体质不同，有天生长睡

眠者，也有天生短睡眠者，人的
睡眠需求随着年龄增长也会发
生变化，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
如何，简单地说“6小时最好，4
小时完美”肯定是不科学的，睡
眠不足对大部分人来说，势必
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在这个信息高速传播的时
代，我们经常会看到公众人物在
各种场合发表的见解在海量扩
散，从传播效率、公信力和影响
力来说，肯定会广泛影响大众。
因而，公众人物的观点输出更当

谨慎，涉及科学、健康问题更应
如此，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
是对大众负责。

回看此次的睡眠时长争议，
一个知名企业家被截取了一个
节目片段上了热搜，诚然有内
容夸张的原因，这“反响”也恰
恰反映了公众人物一句话的影
响力。“4小时完美”，可能听之
信之后，世界上又多了一些拼
命加班透支身体的打工人、长
期睡眠不足却不管不顾的失眠
者、越发熬夜打游戏不顾健康

的网民……
希望这些拥有巨大影响力

的公众人物，多一些责任感和
自觉性，切忌把极端个案、片
面观点随意传播，切忌随时随
地口嗨。若初衷就是故意博取
流量和话题——— 互联网世界
这样的套路对网红来说太过
熟稔——— 则必有翻大车风险。
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公众形
象应当珍惜，建议大家好好睡
觉，头脑清醒了再说话，利己
利人。

□潘铎印

近日，上海市政府印发《关
于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
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在前期
探索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到2023年底前，轻微违法不予行政
处罚清单将全面覆盖各有关执法
领域，推动制度更早健全完善，惠
及企业和群众。

这是上海在之前先行先试
“免罚清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
发挥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首违
不罚”的法律效果，探索行政处罚
的法治化升级。2019年，上海率先
开展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探
索，推出了国内首份省级轻微违
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处罚

是一种精细化执法的具体体现。
现实中，大部分轻微违法违规经
营的主体中，一般都是企业在初
创期，在摸索过程中，应对风险能
力较差，初次违法多是无心之失，
如果能够免予处罚，就能够降低
企业的相应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9年3
月15日首份清单实施，至2022年
8月1 4日，上海已适用清单对
5000余家企业的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仅以单行法罚则
的最低罚款金额来计算，减免的
罚款金额就超过5 . 95亿元。

“轻微违法不罚”彰显法治
精神。2021年1月修订的《行政处
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行为轻
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
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
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
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
教育。”由此可见，推行轻微违法
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不是不
讲法，而是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彰显法治精神。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在践行
这一规定。如广东公安机关自
2021年7月1日起，对7种轻微交
通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对10种一
般交通违法行为的首次违法给
予警告处罚；北京市在处理交通
违法时也有“首违警告”的措施。
对于初次发生的“无心之失”行

为给予一定改正机会，这不是让
“法律打了折扣”，而是让法律能
更好发挥指引、教育、规范的作
用，也避免了“为罚而罚”的错误
执法导向。

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
罚，是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保护
新业态新模式及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的现实需求。上海
全面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
罚”政策，致力于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中
小微企业和相关人员将获得更
多的容错纠错空间。“有温度的
执法”，更有助于促进企业守法
经营、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实现
执法目的。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看似热心的“陌生人”，常
以“免押金”为开场白，给手机
电量告急的人们提供帮助，实
则紧盯你的零钱余额，随时

“刺你一刀”。最近，不少网友
在社交平台吐槽，“共享充电
宝刺客”往往易请难送，不时
还会在归还后发动远程追击，
来个99元扣款。

价格越来越贵、超时后被
迫买下产品、部分售后服务不
到位……在享受共享充电宝
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们也被一
些问题所困扰。共享充电宝不
能再“蒙眼狂奔”了，需要尽快
给其立规矩、树标准，督促平
台和商家规范经营，提高产品
和服务质量。 （江德斌）

连日来，高温席卷全国，
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在不少地
区引发了旱情，同时，高温天
气下对用电需求量的大幅增
加，导致四川等传统的输电大
省都出现了电力紧张的局面，
民生用电也受到影响。

总体来说，高温干旱等极
端天气的增加，对经济生产、
民众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说
明生态环境建设不是一个虚
无缥缈的悬空议题。从各行各
业、各领域着手，从身边的小
事着手，加强节能减排，极端
天气才可能少一些，面对极端
天气，我们的应对也能够更加
游刃有余。 （据光明网）

随着野生网红景点旅游
的大热，因“野游”导致的意外
事故时常发生。前不久，四川
省彭州市龙槽沟突发山洪，致
使7位游客丧生，再次敲响了
野生景点旅游的安全警钟。

应当看到的是，旅行的风
险不可能完全规避，我们要做
的是厘清风险，压实防范责
任，避免无谓的意外事故。热
衷于赴开放的野生景点旅游，
是一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旅
行方式，其本身并无不妥。但
是让“野游”更安全，应是我们
的努力方向。 （据光明网）

城市本没有情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给了城市以温度，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品格决定了城
市的品格。为患癌女孩圆梦，是一场爱的集结，是济南城市温度的集中展示，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
市的温情和善意。

“睡4小时很完美”？公众人物对科学问题切忌口嗨

“轻微违法不罚”彰显法治精神

共享充电宝变“刺客”？

不能再“蒙眼狂奔”了

高温干旱肆虐

生态环保不是悬空议题

“野游”事故迭出

该谈谈风险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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