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
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放
管服”改革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既
要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 “减
法”，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
又要善于做加强监管的“加法”和
优化服务的“乘法”，啃政府职能

转变的“硬骨头”，真正做到审批
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这是
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会议表示，
今年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烦扰群
众的证明和手续摸清情况有力作
为， 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
取消， 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
明的一律取消， 能采取申请人书
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
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6月
14日《中国青年报》）

奇葩证明究竟有多么烦人 ？
看看许多办事群众对它深恶痛绝
的态度就知道了。因而，当国务院
会议表示将治理这些人人喊打的
奇葩证明，一律取消四类“烦民”
证明时，怎能不大快人心。那么，
四类“烦民”证明具体都是什么，
一律取消的初衷与意义又何在

呢？ 我们不妨尝试从普通群众角
度对其进行审视解读。

第一类，“凡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的一律取消”，是从法律根基层
面规范各类证明， 突出强调其合
法性。 现实中，“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的证明或手续” 是奇葩证明中
的一大类， 这类奇葩证明大多都
是恶意刁难或死板较真的产物，
但其实根本没有法律法规支撑其
存在必要，理应被坚决清理取消。

第二类，“能通过个人现有证
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是从打破
部门壁垒角度发力， 最大限度发
挥现有证照的通用性。 明明个人
现有证照足以证明相关事实，却
偏偏因为证照颁发管理机构不
同， 而必须要重新开具一份作用
类似的证明， 这是奇葩证明的又

一大 “特色”。“证明我是我”、“证
明我妈是我妈”，是这类奇葩证明
的典型例子， 证明本人的身份或
者两人的关系，有身份证、户口簿
等等很多证照可以证明， 非要再
单独另外开证明， 是对现有证照
功能价值的浪费， 更是对办事群
众的严重烦扰。

第三类，“能采取申请人书面
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是从
尊重和信任群众方向出发， 恰当
运用群众的自我证明能力。 有一
些奇葩证明， 要求必须由相关部
门单位开具，看似十分严格规范，
实则证明来证明去也没什么意义
和价值， 还不如申请人书面承诺
的方式有用。

第四类，“能通过网络核验的
一律取消”，是从政务信息的整合

清理入手， 增强相关证明信息的
调用灵活性。如果说，多年前网络
不发达， 无法实现各个部门单位
之间的信息互通共享， 一些奇葩
证明还可算作是特定时期的产
物，那么，如今互联网异常发达，
信息沟通共享早就不是难事， 此时
还不去利用网络的便捷性来实现
证明信息的网络化应用，说不过去。

总之， 奇葩证明虽然花样繁
多， 但归类下来无外乎几种主要
形式。 此次即将被一律取消的四
类“烦民”证明，已经将奇葩证明
几乎全部包含其中， 取消清理政
策可谓是切中要害， 政策效果格
外值得期待。当这四类“烦民”证
明被彻底清理， 当审批难成为过
去时， 我们便是时候向各种奇葩
证明说再见了。

奇 葩 证 明 虽 然 花 样 繁
多， 但归类下来无外乎几种
主要形式。 此次即将被一律
取消的四类 “烦民 ”证明 ，已
经将奇葩证明几乎全部包含
其中， 取消清理政策可谓是
切中要害， 政策效果格外值
得期待。

张智全 ： 今年6月以来 ， 全
国各地发生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
安全事故。 孩子为什么会陷入险
境？ 除了监护不力， 还有一大原
因在于， 家长对孩子身边的安全
隐患知之甚少或视而不见。 在强
调消除儿童安全硬件方面的隐患
时， 更应在家长安全风险防范意
识的提升和依法追究监护责任两
个方面织密 “软网兜 ”。 这样 ，
才能减少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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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假成真

□侯坤

是时候向各种奇葩证明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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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老人空巢化倒逼养老多元化

■每日观点

谁来给购房信息
上把“安全锁”？

万阕歌： 6月12日中午 ， 首
都机场一架待飞的航班上， 一名
女乘客擅自开启飞机舱门处的应
急滑梯， 导致航班取消， 该乘客
因擅自移动航空设施被处行政拘
留12日。 厦门航空相关负责人透
露， 被误放的是B757飞机翼上滑
梯， 即使滑梯气囊没有损坏， 最
低维修成本也要10万元左右。 好
奇心的代价实在太大。 飞机上的
各种应急装置是不能随便动的，
这是起码道理， 也是硬性规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保护儿童安全
减少悲剧发生

擅开应急滑梯
就应付出代价

■世象漫说

只有各方协同管理才能使道路畅通

为规避银行信用政策和房产限购政策， 广州一
男子与结婚7年的妻子 “假离婚”， 还签了 “净身
出户” 的离婚协议书。 孰料妻子假戏真做， 不愿
复婚被起诉。 海珠区法院最终判决离婚协议书有
效， 该男子真的 “净身出户” 了！ (6月13日 《信
息时报》)

□朱慧卿

6月初 ， 接房不到一个星
期，刘城（化名）已接到不下20
家装修公司打来的促销电话，
以及近百条家具家电促销短信，
“他们似乎很清楚我的购房情况，
甚至接房时间都能精准地说出
来。”刘城的遭遇并非个例，很多
购房户主都遇到过类似情况。
（6月13日《新京报》）

无疑 ， 购房信息被泄露 ，
对于户主而言， 轻则遭遇促销
推销骚扰， 重则可能落入诈骗
陷阱 ， 人生安全也得不到保
障。 无奈， 近年来， 户主信息
遭泄露已成行业 “明规则 ”。
通常， 户主接房后， 其购房信
息会在短短数小时内， 以5毛
到8元钱不等的价格 “流向 ”
装修公司 、 家具经销商等手
中 ， 结果 ， 户主遭遇 “爆炸
式” 的电话等骚扰， 也就 “顺
理成章” 了。

这就明摆着， 开发商的签
约部门、 销售部门以及代理机
构、 银行信贷部门、 物业管理
公司等都有可能成为户主信息
外泄的渠道。 事实上， 也正因
为存在行业 “内鬼” 和灰色利
益链， 户主的购房详细信息才
会 “满天飞” 的。 尤其问题严
重的是， 贩卖户主购房信息的
恶行， 许多时候还往往与电信
网络诈骗、 敲诈勒索、 绑架等
犯罪呈合流态势， 社会危害因
此更加严重。

户主购房信息之所以频频
遭泄露， 一方面在于 “内鬼”
的从业道德失范， 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有关行业和部门在信息
安全管理层面上技术手段和监
管措施的缺位。 就此而言， 要
从源头上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乱象， 给包括购房信息在内
的公民个人信息上把 “安全
锁”， 除了揪出 “内鬼”， 还需
要补齐相关监管短板， 并加大
问责力度。

总之， 只有进一步完善法
律法规，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公民个人信息才有可能得以安
放。 另外， 作为公民， 也要增
强个人保护和维权意识， 妥善
保护好个人信息， 切断安全信
息泄露的源头。 □和法堡

“2016年末 ， 我国6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3亿 ，
占到总人口的16%多。 目前， 我
国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经接近1
亿人，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亟待社
会养老补位。” 这是 《中国养老
产业发展白皮书》 中披露的一组
数据。 （6月14日 《工人日报》）

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
占到总人口的16%多。 目前，我国
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经接近1亿人，
另据统计，近四分之一老人有孤独
感，1.4%老年人有严重孤独感；而
空巢和独居老人中， 有严重孤独

感的比例高达5.12%；健康状况越
差的老人，孤独感越强烈。

2016年12月7日 ， 郑州一位
空巢老人 ， 因女儿已移居加拿
大 ， 感到很孤独 ， 欲招聘一名
“女儿”， 陪她游三亚， 不仅承担
所有费用， 而且承诺送给陪游者
一部苹果 7手机 。 如此奇葩的
“招聘信息 ”， 令人唏嘘 。 问题
是， 即使老人找到了 “女儿” 陪
游， 但这短暂的陪伴， 难以从根
本上排解老人精神上的孤寂。

“空巢悲剧”频发，折射出了
公共养老服务的缺位。不可否认，
家庭是法定养老主体和老年人养

老的基本保障。然而，随着城乡群
众生活方式的转变， 全社会正面
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问题。
与其让老年人的生活全部依靠家庭
和亲情维系，不如建立和完善公共养
老服务。

老人空巢化，倒逼养老服务多
元化。 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财政扶
持力度， 完善社区养老设施配套
建设，强化社区公共医疗服务，着
重解决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等问
题。 另一方面， 发展和支持居家
养老等模式， 尽可能实现政府购
买社工上门服务， 让更多老人得
到及时照应和帮助。 □张西流

近日， 读者吴女士给本报来
电反映， 今年4月， 刚刚开通的
立通路南段上， 经常有许多私家
车占据主路的公交车道、 辅路的
部分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严重影
响了新开通道路的交通秩序 。
（6月14日 《北京日报》）

一条前后经历9年才建成的1.9公
里长的城市主干道， 在刚刚开通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3条机动车
道就有2条变成了停车场 ， 停满
了机动车。 这还不算， 有的司机
还把车停在路口或便道上， 不但
阻碍了机动车的通行， 还让骑自
行车或步行的人也出行不畅， 形
成了现在的交通混乱局面。

本来是一条新建的大马路 ，

宽敞笔直，也施划了交通标识，为
什么会变成停车场呐？ 依笔者之
浅见， 其主要原因就是相关管理
部门没有形成管理的合力，“各吹
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一是乱停
的私家车大多来自附近的某个小
区， 这个小区有十几栋高层住宅
楼，几千辆私家车，而停车位严重
不足。车主也没办法，只好乱停车。
二是周边有几十家饭馆、小超市、
足疗店， 来此消费的人只要开车
来，就得找地方停车，还有这些商
家自己的汽车，也得找地方停呀。
三是交管部门虽然施划了交通标
识，但并没有全天在此地执法。让
一些乱停车的司机错误的认为，
这地方可以随便停车，没人管。

要想让这个地区的机动车有
序停放， 各行其道， 畅通无阻，
相关管理部门一定要形成合力，
拧成一股绳， 形成一盘棋。 街道
办事处、 城管、 开发商、 交管部
门各司其职， 协同作战。 首先 ，
作为属地管理者， 应对这个小区
的停车位不足问题进行调研， 摸

清底数 ， 找出解决办法 ， 或挖
潜， 或新建立体停车场， 让居民
的车有个栖身之地； 其次， 交管
部门应对乱停车、 逆行等违法现
象进行专项整治， 严格执法； 再
次， 应在此地区建立联合执法协
同机制， 多措并举， 彻底改变乱
象。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