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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刘江

最近，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曹家湾
站在外网“火了”。有华裔网友在国外
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曹家湾站
的消息，并配发了两张照片，分别是
2017 年和 2020 年的曹家湾站。几年
前，因为曹家湾站所处位置比较偏僻，
道路坑坑洼洼，被网友们称为“最荒凉
的地铁站”。如今曹家湾站则是另一番
景象——通往车站的道路平整宽阔，周
边的烟火气氤氲起来。两张照片呈现
的鲜明对比，得到众多国外网友的点赞
与评论。

曹家湾站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见证
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蝶变。曹家湾

站的“逆袭”，也生动印证了交通建设在
城市发展大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
导性作用。这背后，蕴藏着城市规划建
设发展的一条重要逻辑：交通条件改善
了，资源才能够升值。有了交通流，才
会形成更多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人
才流。可以说，抓交通就是抓发展，抓
交通就是惠民生，必须用发展和长远的
眼光来看待交通建设。

囿于特殊的地形地貌，交通一直是
制约重庆发展的重要短板。为此，重庆
于2017年谋划实施了交通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有力改变了城市面貌。看重
庆，2020年年末，交通建设领域传来多
条喜讯：轨道交通1号线朝天门段和6
号线支线二期开通试运营，曾家岩嘉陵
江大桥主线通车，两江新区至长寿区快
速通道等一批项目开工；看川渝，成渝
高铁“复兴号”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首
发，一大波铁路、高速公路相继竣工。

这些交通建设项目的实施，让川渝两地
居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城市品质进一
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更有力的支
撑。

交通基础设施是建设双城经济圈
的先行领域，也是畅通经济社会循环的

“动脉血管”。共建经济圈，互联互通很
关键。近日出台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
动方案（2020—2022 年）》提出，加快推
动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
枢纽建设，加速构建轨道多层次、高速
多通道、航道千吨级、机场双枢纽、管道
一张网、寄递村村通、运输一体化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网络。在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下功夫、见实
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
支撑。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市民出行的重
要工具，能够丰富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层

次，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促进城
市的空间布局发展。方案提出，推动干
线铁路、城际铁路、都市圈市域（郊）铁
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完
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系，打造轨道
上的双城经济圈，满足多层次、多样化、
个性化的交通需求。这将有助于促进
区域资源共通共享，拓展市民的生活生
产空间，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

迈入“十四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正在走深走实，“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持续发力，交通互联互通任重道
远、亟待提速。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
动方案（2020—2022 年）》出台为契机，
加快发展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构
建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将为城市
发展进一步畅通血脉，更好地提升区位
优势、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

从曹家湾站“逆袭”看城市蝶变

□戴先任

据《半月谈》报道，各地近年来从
简政放权入手，深化放管服改革，各类
行政审批大幅压缩，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然而，一些基层单位和市场主体
反映，目前仍然存在“三放三不放”现
象。少数部门、地方放管服做虚文章、
设隐门槛、造中梗阻，不同程度影响

“放”的成效。
具体表现在一些部门放权时“虚

放实不放”，把一些责大利小的事项下
放，而核心权力则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一些部门“明放暗不放”，做表面文章，
说一套做一套，如公开的文件政策中
明确了“放”，市场主体在办理业务时
又遭遇隐性门槛；或是不同层级、地
区、部门、环节之间“此放彼不放”，这
导致各部门之间协调与衔接不畅，让
办事企业来回跑，反倒比“不放”前更
麻烦……

“三放三不放”，原因就在于一些权
力部门舍不得放权。一些地方、部门不
想吐出到口的“肥肉”，从而或是有选择
性、避重就轻式放权，或是在推进放管
服改革时虚应故事，“明修栈道，暗度陈
仓”，部门利益俨然成了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最大障碍。
影响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除了上

级权力下放不彻底之外，还有基层接
不住的问题。比如基层欠缺相应的承
接能力，人财皆不足，“小马难拉大
车”；另外，上级部门权力下放时，赋权
不赋能，导致基层不敢接，或是没有能
力接。此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根
深蒂固的官场坏习气，也影响了放管
服改革的推进。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就要解决“三
放三不放”问题。一方面，要拧紧责任
链条，明确各方职责，厘清各方权责边
界，对“三放三不放”的部门、地方予以
问责、追责，督促这些部门、地方更好推
进放管服改革。另一方面，放权不是不
管，而是要加强监管，不能让不法分子

“乘虚而入”，避免放管服改革造成监管
盲区、监管漏洞、监管真空。

深化放管服改革，不能在落实到基
层时就变形走样。“三放三不放”问题，
是放管服改革前行路上亟待清除的绊
脚石。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就要“有病
治病”，解决“三放三不放”等问题，打通
放管服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厘清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让放管服改革真正利民
惠企。

放管服改革
要解决好“三放三不放”问题

□张海英

1月4日上午，丰都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一起离婚纠纷案，这是重庆地区
首件适用《民法典》的离婚判决。同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起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纠纷案。被告
家小孩从 35 楼扔下一矿泉水瓶，致原
告受到惊吓、摔倒，致十级伤残，法院当
庭判决被告赔偿共计 9 万多元，这是

《民法典》施行后广州首个宣判的案
件。同一天，全国首例适用《民法典》污
染环境惩罚性赔偿条款案件也在江西
宣判。

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
法典》，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我国
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关乎每个人
的切身利益，所以，从其制定、通过到实
施的每个环节都受到公众高度关注。
在实施环节，无论是实施后的第一案，
还是其他创下新纪录的案例，相对而言
关注度更高一些，所产生的司法价值和
社会意义自然也不同。

以上述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为例，就案情来说其实并不算很复杂，
但因为是《民法典》实施后高空抛物第
一案广受关注。该案的判决，既能体现
出审理法官对案件争议焦点的认定，也

体现出对《民法典》1254条的理解和适
用；同时，还能唤起公众对已废止的《侵
权责任法》的回味，让公众认识到《民法
典》的进步之处。

上述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条款案，
由于适用新设法律规定，也有着非同一
般的意义。过去，我国对污染环境的侵
权行为适用补偿性赔偿，因金额较少所
起作用有限。而《民法典》首次规定故
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能让污染制造者付出更大
的代价。审理法院及时让新规定“亮
剑”，有效发挥了警示作用。

虽然我国不是案例法国家，但不可
否认典型案例仍具有示范意义。毫无
疑问，相关法院在审理《民法典》实施后
第一案时，都会更加慎重更加理性，因
为第一案的社会关注度较高。审理法
官只有充分了解案情、准确理解《民法
典》规定和立法精神，才能彰显办案态
度、法治素养，继而才能提升司法机关
公信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办好《民法
典》实施后第一案具有鲜明导向作用，
这也为以后办理适用《民法典》的案件
开了一个好头，奠定了良好基调。

《民法典》是维护公民自身合法权
益的法律武器。民法典“第一案”的意
义还在于，能够提醒更多公众去了解、
熟知这一新法律。司法机关要善于利
用“第一案”的高关注度，严格依法办好
每一起典型案例，并结合案例判决做好

《民法典》普法工作。

办好民法典“第一案”意义重大

□许洪鑫

随着智能化生活的普及，扫码点
单越来越流行。毫无疑问，扫码点单
有着电子类服务特有的便捷优势。
它减少了排队点单的时间，提高了翻
台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有效减
少了人际接触。对餐馆老板来讲，服
务员越来越难招，扫码点单省钱省
心；对顾客来说，手机上看菜单避免
了服务员在旁等待的尴尬，对“社恐”
人士十分友好。

然而，扫码点单虽好，但对有些
消费群体而言，却不尽友好。一方
面，在消费体验上有美中不足之处。
扫码点单的便捷是建立在网速快、手
机反应速度快的前提下，如果饭店网
速差、手机反应慢，就会存在扫不出、
加载慢等情况，徒费时间，也与便利
点单的初衷背道而驰，更让顾客的消
费体验大打折扣。且许多扫码点单，
都需关注公众号或注册会员，或要求
顾客微信授权等，然后强推各类服务
或广告，对顾客产生骚扰。更重要的
是，扫码点单对老年人等不懂使用或
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十分不友好，对
其消费制造了障碍。

另一方面，在用户需求上不够匹
配。相对冷漠的人机交互，许多人更
钟情于传统的菜单点单。一份菜单，
方寸之间，便见各种菜品组成以及点
了哪些菜，方便补充，体验更好。而
且，菜单点单时，食客在与服务员沟
通的过程，也是帮助餐厅了解食客、
食客了解餐厅的一个良性互动过程；
餐厅可以摸清食客口味，做出更对
口的菜品，有针对性地推荐特色菜
品，吸引食客下次再来；食客也可以
很方便地依据自身口味，告知“别放
葱花”“不要辣椒”等琐碎但必要的细
节……烟火味、人情味其实往往就蕴
含在这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之中。

市场需求百花齐放的时代，一种
过于单一的服务方式，无论再怎么智
能，终归还是会陷入“单向度”的窠
臼。考虑到现实需要，其实我们还是
该适时地呼唤一纸“线下菜单”的回
归。或许对餐厅而言这是“多此一
举”，然而对有特殊需求的顾客而言，
这恰恰才是真正的周到、便利。追崇
差异化的时代，满足顾客差异化的需
求，这应当成为一家餐厅、一个行业
该有的追求。

（作者系郑州大学学生）

莫让扫码点单
制造消费障碍

惩戒规则

日前，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则》对应当给予教育惩戒的情

形作了具体化要求，规定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

有危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据《澎湃新闻》）

□罗淇尹

上级部门因事情多借调基层干部
干活，基层干部想要通过借调实现工作
调动，使得基层工作普遍存在借调现
象。《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被借调的
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基层骨干力量，但常
常因为编制问题处于一种“两头悬空”
的状态——调入单位如果一时解决不
了编制，就留不下，需要长时间等待；调
出单位被占了编制，进不了人，还要给
不干活的人发工资。

在上级部门看来，借调作为一种充
实干部队伍的手段，既可以减轻单位用
人压力，提高单位工作质量，又可以帮
助被借干部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于是
上级部门频频借调，基层干部纷纷“跳
槽”，逐渐让“借调”成为常态，也成为当

下基层工作中备受争议的现象。在笔
者看来，“借调”原本是一件两全其美的
好事，但“滥用借调”“随意借调”便会催
生出许多问题与危害。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借而不
调”成为基层与干部的“双重负担”。上
级部门无编制空缺，使得被借干部“借
而不调”，不仅满足不了被借干部的福
利待遇，加重其心理负担，更会使基层
人手不足，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二是

“随意借调”催生贪腐现象。一个电话，
一次口头命令等便能让一名基层干部
被借到上级重要单位，或临时创建工作
小组，扩大编制数，让个别干部钻空子，
顺利完成工作调动……一系列不规范
的借调现象正在成为滋生贪腐的“温
床”。

“借调”是一种调配人力资源的手

段，本质上是好方法，但要用得“短、
精、快”才能发挥其优势。一是时间要

“短”。借调适用于阶段性的工作，而
不适用于长期性的日常工作，因此，上
级单位在借调时要注意工作周期长
短，把借调的人力用在破难点、攻重点
的关键时期，既锻炼被借干部能力，也
能缓解基层工作压力。二是人员要

“精”。上级部门大范围抽调人员不仅
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还会引起各基
层单位不满，因此要结合工作特征实
际，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考察、借调基层
干部，将其安排在合适岗位，便于更快
更好地完成单位任务。三是调动要

“快”。上级部门要根据单位编制情
况，有意向性的摸排优秀基层干部，并
根据其工作实际情况及时考虑其调动
安排，避免让被借干部寒心，也可让下

级单位空出编制岗位，好及时补充工
作人手。

“借调”也需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方面要严格规范借调程序，如将借调
程序规范为考察、研判、沟通、出文四个
阶段，考察期间充分调查干部工作成
绩，研判期间综合分析干部能力，沟通
期间确定干部借调岗位意愿，出文期间
规定借调时限日期，保障被借干部与岗
位相得益彰。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借调
过程的监督力度，特别是纪检监察部门
要对借调过程层层把关，从借调的事
由、借调的手续、借调的期限入手进行
审核，对可办理调动的上级单位督促其
办理，对频频借调的部门进行约谈分
析，并根据情况返还、遣回一批长期“借
而不调”的干部人员，避免因随意借调、
滥用借调带来的基层负担。

“借调”要避免“跑调”

□李育蒙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居民身份证
换领、补领，社保卡挂失与解挂，个人独资
企业设立登记等95个事项，已实现“川渝
通办”。“川渝通办”虽然只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一个“小”方面，但却发挥着
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大”作用。对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居民而言，双城经济圈
建设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公共服务。

两地在部分公共服务方面实现通办，
不仅能够省去市民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能
满足两地人口流动的现实之需，这也是双
城经济圈建设在民生事项上的落地之举，
能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切实提
高双城经济圈建设给居民带来的获得感。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为双
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
从医疗到社保，双城经济圈逐步破除信息
壁垒，发挥着大数据时代的特有优势，“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也成为当下川
渝地区政务服务的亮点。两地居民足不出
户就可以享受到高效、便捷、智能化的政务
服务，这对于从心理上提升对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好感，是极为有益的。这
种以互联网为依托，逐渐打破地域界限的
公共服务共享，也使得“川渝一盘棋”的思
维更加深入人心。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双方一体化的进程还会进一步加
快。

要唱好“双城记”，就应该让普通市民
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强化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不仅能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升社
会的活力，更能提升市民获得感。而提升
市民政策的获得感，也是一项政策举措得
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川渝通办”
提升市民获得感

漫画/沈海涛

□胡蔚

不久前，体育题材纪录片《棒！少
年》在院线上映，以流畅的剪辑、动人的
故事呈现引发热议。不久前举行的
2020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该片
被评为评审团特别推荐优秀纪录片，由
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国产纪录片的关注。

纪录片被誉为“时代影像志”，具有
独特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和传播价值。近年来，国产纪录片迎来
发展的黄金期，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
不断涌现，观众口碑和市场热度持续拔

高，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产业链
各环节日益成熟，改变了过去在各类型
影视作品中的弱势地位，成为观众认知
和探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纪录片的蒸蒸日上，最根本原因是
质量的提升，同时也得益于网络平台搭
建的传播渠道，《舌尖上的中国》《我在
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精品力作赢
得了观众口碑，甚至一度呈现出“现象
级”的传播态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度。与此同时，纪录片也在朝着大银
幕进军，《二十二》《冈仁波齐》等片取得
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进一步拓宽了

纪录片的发展空间。
纪录片与影视剧不同，不但要注重

艺术性，更要注重思想性，不仅仅需要
娱乐化，更要具备教育意义和传播价
值。观众之所以关注纪录片，不纯粹是
为了获得感官体验，他们更加期待的是
心灵的触动。正因为如此，一些纪录片
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凭借着有深度的
内容，赢得了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这
是纪录片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纪录片也需要人才支撑。不同于
影视剧，有的纪录片切口很小，不需要
大投入、大明星、大场景，甚至不需要与

人对话。其思想性、艺术性很大程度取
决于创作者本身的思想境界、知识水平
和文化造诣，很难像影视剧一样进行工
业化生产。因此，纪录片的创作，对人
才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必须打造结构
合理、层次有序的人才梯队，才能保证
纪录片后继有人、热度持久。

如今，纪录片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
遇。随着观众的知识水平、审美能力不
断提高，纪录片的市场基础将更加广
阔。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纪录片前
景广阔，高质量的作品一定能分得“更大
的蛋糕”，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国产纪录片要靠品质站稳脚跟

思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