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四川省纪委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 成都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文化处工作
人员祝政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2011年至2017年， 祝政先
后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红包礼金共计28176元， 其中通过微
信转账方式收受7名管理服务对象微信红包共计12776
元。 成都市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局给予祝政留党察看
一年 、 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 违纪款已全部收缴 。
（７月6日新华网） □毕传国

7月10日， 由北京市政府办
公厅会同13个市政府部门制定的
12幅 “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
通过 “首都之窗” 政务门户网站

正式向社会集中公开。 这些地图
涉及空气质量、 教育、 医疗、 养
老、 住房保障等各类民生事项，
将最大程度为首都市民生活提供
便利。 （7月10日 《人民日报》）

很多群众在到政府办事的时
候， 往往为找不到政府部门而发
愁。 今年有媒体报道， 做隐形眼
镜生意的深圳市市民朱先生要找
“龙岗区药监局” 交医疗器械经
营行为自查表。 没想到， 他来来
回回跑4趟龙岗， 都没找对地方。
这虽然可能是极端事件， 但是从
中可以看出， 让群众知道政府部
门在哪， 对群众很重要。

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 群众
知道信息的方式很多， 如可以借
助导航， 可以打114查询等 ， 但
是便民图还是很需要的 。 一方

面， 便民图很直观， 让群众可以
看得懂 。 一个陌生人到一个城
市， 恐怕听114再怎么说， 也难
以说清楚。 另外， 并不是所有的
人都会用导航的。

更重要的是， 这张便民服务
图不仅仅就是一张地图， 还是一
个可视化的便民服务平台。 打开
的地图页面上将显示全部便民服
务点， 点击图标可获得其具体信
息， 还能实现政务信息查询。 医
疗卫生服务地图不仅提供了机构
名称和地址， 还备注了是否为医
保定点、 是否为新农合定点。 这
是服务的延伸， 不但方便群众知
道服务点在哪里， 还告知这些服
务点的服务事项有哪些， 避免群
众多跑路， 跑冤枉路。

最大程度的方便群众， 提高

服务质量， 永远是政府追求的目
标。 这几年来， 各地政府在这方
面做了不少努力， 如加大政务信
息公开力度， 实现政府信息资源
共享， 让 “群众少跑路， 数据多
跑路” 等等， 但为群众服务是无
限的 ， 提高服务质量是无止境
的 ， 提升服务群众水平没有最
好， 只有更好， 它永远在路上。
就拿便民图来说， 北京市政府办
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
增设新的政务公开惠民地图。 同
时 ， 探索政务公开惠民地图在
“两微一端” 的适配应用， 将服
务信息直接推送到群众 “指尖”
上， 政务公开更惠民、 更便捷。

作为政府部门， 除了要不断
改善干部作风， 让干部服务群众
做到热心、 细心外， 更重要的还

要是加大改革力度， 创新服务方
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政
府部门的要求越来越高 ， 如 果
政 府 部 门 只 是 重 视 干 部 的 热
心 、 细 心 ， 提 高 干 部 的 服 务
态度 ， 但是服务方式跟不上 ，
不 注 重 改革创新 ， 那么群众还
是难以满意的。

服务群众需要好的态度， 也
需要好的方式。 只有两者不断进
步， 才会让群众对政府部门越来
越满意。 很多时候， 政府部门推
出好的服务方式， 这也看出政府
部门重视群众服务， 因此， 这也
是服务态度的体现。 作为政府部
门， 要不断加强学习， 创新服务
方式 ， 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经
验， 做好为群众服务工作， 打造
群众更加满意的政府。

午光： 目前， 随着大龄单身
青年增多， 依靠婚介服务机构寻
觅到合适人选， 已成为很多人的
选择， 尤其是近些年婚介行业借
力互联网， 更是焕出活力。 而与
之相伴的， 是婚介市场的混乱问
题。 不能任由婚介服务机构 “野
蛮生长”。 婚介行业内部自律也
是必不可少的。 有关部门有必要
帮助建立健全婚介行业协会及其
规章， 充分发挥婚介行业协会的
作用。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包不住

□肖华

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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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不能再任由“吃人水塘”吞噬生命

■每日观点

落实高温津贴
不能只靠举报

廖海金： 据媒体报道， 我国
历时7年建立起现行的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 已完成对5000项食品
标准的清理整合 ， 共审查修改
1293项标准， 发布了1224项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 唯有科学 、 规
范、 实用的食品安全标准， 才能
在生产中有的放矢， 在检测中切
中要害， 在执法中一针见血。 期
待食品安全新国标体系能真正为
公众 “舌尖上的安全” 筑起一道
道坚固的屏障。

别让婚介服务
“野蛮生长”

用最严谨标准筑起
“舌尖安全”屏障

■世象漫说

用“电子警察”查处乱鸣笛这招儿不错
连日高温， 你的高温补贴

发了吗？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
劳动监察机构将在郑州市启动
高温劳动保护专项检查， 用人
单位不按规定发放高温补贴职
工可举报。(7月11日《大河报》)

近些年， 每到夏季高温天
气， 不少地方都要来一次高温
津贴发放落实督查行动， 同时
不忘提醒职工等对高温津贴发
放不及时的单位等进行举报。
每每此时， 公众在肯定有关方
面督查的积极促进意义时， 仍
不免有些无奈。

一方面， 高温津贴的发放
落实，固然是在夏季高温时段，
但牵扯到高温津贴发放与落实
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比如劳动
者对高温津贴的知晓度、 地方
政府部门对高温津贴的重视
度， 以及劳动者对高温津贴权
益维护的意识高低等， 尤其是
关于劳动者维护高温津贴权益
的程序、手续、难易程度等基础
性制度构建， 显然不是有关地
方劳动监察部门的高温天阶段
的一个集中式督查等所能解决
的。 另一方面，关于劳动者高温
津贴的落实不力， 舆论和劳动者
等不满意， 执法部门等也不知
道多少次鼓励社会和劳动者对此
进行举报。但事实上却是，为此举
报维权的却是鲜见。

何以如此？ 在劳资双方实
力悬殊， 用工单位在总体上还
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 主动
权往往掌握在公司等用工者手
里， 劳动者还是缺乏对等公平
的博弈机会和底气， 在保饭碗
等大问题和原则掣肘下， 又岂
敢在高温津贴等小问题和边沿
问题上较真？

总之， 要让高温津贴等权
利切实有效落实， 有关方面还
需配套更多的措施， 付出更多
的努力。 比如， 平时就采取措
施， 提升劳动者高温权利保护
意识； 进一步促进司法、 劳动
等执法 、 司法制度和程序改
革， 让相关劳动者权利保护政
策尽可能地简便、 优化， 利于
劳动者维权时少走甚至不走弯
路， 降低维权成本。 □鞠实

夏季来临， 天气逐渐高温闷
热， 一些游泳爱好者喜欢寻找干
净水域野泳游玩， 但这种不明水
域存在各种危险因素， 很容易发
生意外。 今年以来， 位于北京房
山、 丰台、 大兴三区交界处的神
秘沙坑曾多次出现溺水事故， 媒
体对其中的三起进行了报道。 7月8
日下午， 又有一名十一二岁的男童
在这处水塘不幸溺亡。 “这一处神
秘水塘， 又夺去一条年轻的生命，
希望是最后一次 。” 一名市民表
示。 （7月10日 《法制晚报》）

在7月8日的溺水事故后， 有
市 民 悲 叹———“希 望 是 最 后 一

次”， 这样的悲叹绝不是第一次，
实际上， 在不少地方都有 “吃人水
塘” （仅以 “吃人水塘” 为关键词
在网上搜索， 就可以得到大量媒体
的报道）， 每一次溺水事故后， 都会
有人发出这样的悲叹， 然而， 几乎
每一次悲叹都事与愿违， 希望中的
“最后一次” 总是无奈地变成中间的
第N次， 溺水悲剧总是在一个地点
一次又一次发生， 生命常常一个
又一个以同样的方式被吞噬。

野水无情，生命易殇。每年的
暑期都是溺水事故高发期， 也都
应该成为安全教育关键期。 针对
放假在家的中小学生， 无论是家

长还是学校均应加强防溺水安全
教育， 常常告知警示学生注意事
项，增强学生的避险意识、安全意
识， 尤其是家长， 要严格管束孩
子，尽量陪伴孩子，履行好监护责
任。 政府有必要在暑期向学生们
免费开放一些由政府部门、 国企
投资或管理的游泳场馆， 或者从
商业游泳场馆购买服务， 提供给
学生们，如此正面疏导，既能培养
学生们的游泳技能， 又可以降低
学生们野泳的风险。当然，成年人
也该增强自律意识、避险意识，远
离溺水事故多发的危险坑塘以及
水情不明的河流水库。 □李英锋

服务群众需要好的态度 ，
也需要好的方式。 只有两者不
断进步，才会让群众对政府部
门越来越满意。 很多时候，政
府部门推出好的服务方式，这
也看出政府部门重视群众服
务 ，因此 ，这也是服务态度的
体现。 作为政府部门，要不断
加强学习， 创新服务方式，借
鉴一切可以借鉴的经验，做好
为群众服务工作，打造群众更
加满意的政府。

7月10日 ， 北京市东城区的
“电子警察” 正在对违法鸣笛车
辆进行抓拍曝光。 “电子警察”
确定违法行为是靠顶端的声呐采
集系统， 精确定位鸣笛车辆并通
过监控探头叠加到图像中， “电
子警察” 对图像中的车牌号识别
后， 就会迅速曝光在电子显示屏
上，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 （7
月11日 《工人日报》）

汽车乱鸣笛是我们交通上的
一个顽疾 ， 久治不愈 。 大马路
上， 总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司机乱
按喇叭。 特别是遇到道路有些拥
堵时， 有的司机就习惯按喇叭叫
道， 好像这大马路就是他们家开
的一样， 左右来回并线， 不管不

顾。 不但增加了噪声， 还会引发
剐蹭等交通事故， 使本来就不大
好的交通状况更加糟糕。 在背街
小巷， 也有不文明的司机， 嫌前
面有步履蹒跚的老年人挡住自己
的道儿了， 或者有骑自行车的速
度慢了， 使劲地按喇叭。

乱鸣笛是一种违反交通法规
的行为， 但交警在查处时存在一
定的难度， 除非交警就在乱鸣笛
车辆的附近， 否则很难仅凭听觉
从密集的车流中进行准确辨认。
所以， 一些司机就觉得我乱按喇
叭， 听得见， 看不见， 警察无法
取证 ， 咱照按不误 。 “电子警
察” 的出现， 将会彻底打破对乱
鸣笛取证难处罚难的局面。 一是

通过声呐采集系统对声音采集，
对喇叭声音的采集十分精确， 可
达厘米级别， 可准确确定乱鸣笛
车辆。 二是高清摄像头电子系统
抓拍， 进行取证。 三是电子屏提
示系统， 系统将声呐采集系统、
高清摄像系统采集的乱鸣笛车牌

号码在显示屏上曝光， 为处罚提
供权威依据。 我们希望， 今后将
会有更多的 “电子警察” 出现在
街头 ， 形成严密的交通监控体
系。 给不遵守交通法规的司机头
上戴个 “紧箍咒”， 迫使他们规
规矩矩开车。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