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部门应对共享单车押
金问题加以重视， 出台规范化
管理细则，督促平台严格执行
第三方银行托管模式 ， 不得
随意挪用用户押金 ， 并规定
退款时限和流程， 保障用户合
法权益。

■有话直说

乔木： 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所组织全国37个临床专科的
4173名国内著名同行专家担任评
审的《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
和 《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
排行榜》近日发布，称为复旦版中
国医院排行榜。搞医院排名不能只
看其拥有多少硬件设施， 更不能
仅凭业内专家的权威提名与打
分，还应多听一听患者的声音。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入托难

□江德斌

“黄牛代退”凸显共享单车押金管理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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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学习App亟须监管护驾前行

■每日观点

祝建波： 自 “醉驾入刑” 以
来 ， “开车不喝酒 ， 喝酒不开
车” 已逐步成为机动车驾驶人自
觉遵守的良好习惯。 随之而来，
代驾市场发展越来越快。 然而，
随着蛋糕越做越大， 代驾行业的
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要真
正解除找代驾市民的后顾之忧，
让代驾行业得以蓬勃发展， 亟需
加强监管， 有关部门就要尽快出
台相关的政策法规， 明确代驾行
业的主管部门， 建立全国统一的
行业标准和准入门槛。

“代驾”行业
监管要跟上

■世象漫说

近几年， “人手一机” 成为
常态 ， 高举各色旗帜的学习类
App便喷涌而出。 不过， 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 一些学习类App在
“科技改变学习” 的 “动人” 理
念下 ， 在某些角落中也隐匿着
“垃圾”，这种现象也许并不普遍，
但是当使用者是几岁、 十几岁的
孩子时，哪怕少量的“污垢”也会
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11
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学习类App是时代科技的产
物。 可以说， 中小学生的学习，
已不可避免地由App引导着逐渐

挥别 “纸质化学习” 时代。 事实
上， 只要有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和
成长， 学习类App这样的科技产
品就值得拥有。 不过， 与之相伴
的是问题丛生， 比如， 荤段子、
小黄文等， 让一些学习的工具不
再 “圣洁 ”。 因此 ， 学习App亟
须监管护驾前行。

首先 ， 有赖于部门严格监
管。 一方面， 国家应该尽快出台
相关具体法律， 对运营商的行为
加以规范与管制 ， 做到有法可
依， 违法必究； 另一方面， 市场
监管部门， 对市场上存在的学习

类App不能放任不管， 应确保这
些产品的质量。 其次， 有赖于行
业自我监管。 学习类App “藏污
纳垢”， 平台是失职的， 至少是
没有履行好监管责任。 即便是这
些信息并非是平台发布的， 但最
基本的 “对不良信息的监管 、
清 理 和 屏 蔽 ” 这 些 职 责 须 履
行 。 再 者 ， 有 赖 于 学 校 与 家
长 监 管 。 学 校 和 家 长 ， 对 学
习类App不能不管不问， 不仅要
引导孩子科学使用， 更须在产品
质量上多把关。

□杨李喆

“携程亲子园事件” 发生后， 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 在呼吁尽快填补机构监管漏洞之外， 更多
讨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国３岁以下托育服务严
重供给不足的现实。 “新华视点 ” 记者调查发
现， 一方面，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
续增加； 另一方面， 托育机构匮乏、 标准制度缺
失， 监管部门混乱， 托育市场 “发育不良” 现状
凸显。 （１１月１２日新华网） □朱慧卿

近日， 一则 “6年花了200
万留学 ， 回国只拿几千元底
薪 ” 的新闻在坊间引起议论 ，
从 “留学性价比” 说到 “值不
值 ”， 由 “曾经的光环 ” 慨叹
“海归贬值了”。 对此， 笔者不
以为然。

留学为 什 么 ？ 本 义 很 清
楚———到国外学习前沿知识 ，
提升个人素质。 后来才逐步演
变，加入了诸多非本义的东西。
如果说，“了解不同文化， 开阔
个人视野”还算靠谱，那么，“增
加一段可炫耀的经历”或“镀金
以做回国就业敲门砖” 的 “追
求”则已远离留学本义。 因此，
人们称那些到国外走一遭 ，虽
然接受了欧风美雨洗刷， 却没
有真才实学的海归为 “洗澡
蟹”， 倒也贴切。

“6年花了200万留学”， 在
二三十年前的留学生中是不可
想象的。 他们的优势在于学业
出类拔萃 ， 而非家庭经济条
件， 绝大部分是靠自己打工所
得维持留学生活的。 他们一心
求学 ， 甚至可能连 “开眼界 ”
都顾不上。 学成回国， 能够担
当相关领域重任， 并且获得较
好待遇， 也是顺理成章。 而那
些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 不以
求学为唯一或主要目的， 又没
有明确的学习规划， “为留学
而留学” 者， 回国后还要谋得
一份理想工作， 显然是不切实
际了。

时代在 发 展 ， 社 会 在 进
步。 改革开放初期， 连会一点
英语的都算是人才， 海归自然
“荣耀”， 求职也容易。 如今不
同了， 国家自己培养的人才济
济， 每年大学毕业生就有数百
万 ， 许多学科甚至领先国际 。
海归不仅人数少， 而且所学未
必优于国内 ， 求职难并不奇
怪 。 这就如同当年的汽车司
机， 曾经是一份 “给个处长都
不换 ” 的 “好职业 ”， 现在却
成了人人都会的基本技能 。 时
过 境 迁 ， 海 归 们 不 必 为 “值
不值” 纠结了。 正确认识自身
价值、 定位， 才能迎接人生的
挑战。 □一刀 （资深媒体人）

海归不必为
“值不值”而纠结

“医院排行榜”
不能少了患者声音

近日， 不少共享单车的用户
遇到了退押金难的问题。 有多名
网友反映， 在个别共享单车企业
申请退押金超过两个月后， 仍未
收到退款。 在共享单车退押金潮
中 ， 还出现了黄牛 ， 声称收取
130元至150元不等的费用可以帮
助用户退款。 在共享单车带来方
便的同时， 也有多家公司面临发

展困境 ， 有单车公司已退出市
场， 部分仍在运营的公司也面临
退款难等问题。 （11月13日 《北
京青年报》）

共享单车押金退款难催生了
“黄牛代退”， 这并非段子， 乃是
颇具黑色幽默的现实尴尬， 凸显
共享单车押金退款太难， 用户不
堪漫长的等待时间和心理折磨，
迫不得已才找 “黄牛代退押金”。
共享单车押金本属于用户所有 ，
平台理应按照正常流程 退款，
可是部分平台押金管理混乱， 导
致用户退押金困难， 反被黄牛找
到机会， 又趁机开辟了一条生财
之道。

共享单车是 “互联网+自行
车” 的有机融合， 具有方便、 快
捷、 灵活等优点， 解决了最后一

公里出行痛点， 深受广大用户的
青睐， 迅速在各地打开市场。 但
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规范， 部分平
台的押金管理存在诸多乱象， 没
有采取第三方银行托管， 押金处
于无人监管状态， 经常被挪用于
采购、 投资、 办公经费等， 令押
金存在管理失控风险， 极有可能
造成用户押金流失。

而且， 现在共享单车市场参
与者众多， 已经有数十家平台，
共同角逐， 每一个城市都有数家
乃至十多家平台， 市场竞争异常
激烈 。 但除了摩拜和ofo、 永安
行之外， 其它平台的市场份额都
很小， 运营费用高企， 又很难融
到资金， 就会打起用户押金的主
意， 想利用押金作为运转资金，
就在退押金流程上做手脚， 故意

设置重重阻碍。 而当部分平台经
营不善， 资金流断裂 时 ， 用 户
退押金往往面临手续繁琐 、 周
期漫长， 甚至一直拖延， 根本退
不到钱。

虽然共享单车平台收取的押
金标准都不高 ， 仅为99元—299
元不等， 对于单个用户而言并不
算啥， 但每个平台都有数十万乃
至数千万用户， 每个用户又往往
同时注册多个平台， 缴纳多份押
金， 加起来可就不是小数目了，
总额已经高达数十亿元。 如此庞
大的一笔资金， 除了少数平台采
取第三方银行托管模式外， 其它
平台都无人监管， 则给押金的保
管和使用， 留下很大的腾挪空间
和风险。

部分用户虽然通过 “黄牛代

退” 的方法， 退还了押金， 但也
支付出了高手续费， 两下抵扣等
于只退回了一半左右， 退款成本
比例过高， 造成了实质上的经济
损失。 而且， 由于用户需要向黄
牛提供个人手机号、 支付账号、
密码等敏感信息， 则又埋下个人
信息安全隐患， 容易发生被骗、
被盗卖等风险。

可见， “黄牛代退押金” 并
非最佳模式 ， 用户需要谨慎使
用 ， 最好还是通过正常渠道退
款， 避免因小失大。 同时， 监管
部门应对共享单车押金问题加以
重视， 出台规范化管理细则， 督
促平台严格执行第三方银行托管
模式， 不得随意挪用用户押金，
并规定退款时限和流程， 保障用
户合法权益。

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落叶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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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油油的草坪上， 金灿灿的
落叶铺满一地， 参差映照， 显得
格外诗情画意。 眼下北京正是一
年当中最 “文艺” 的时刻， 细心
的市民会发现， 身边的大小公园
里， 落叶好像比往年多了， 秋天
的韵味儿也更浓了 。 （11月13
日 《北京日报》）

上世纪七八十年时代， 我曾
经在市园林部门有过近15年的工
作经历。 回想几十年前的北京公
园绿地，一到秋冬交替的时节，遍
地都是金黄色的树叶，脚踩上去，
发出“沙沙”的响声。 老人们在树
林中漫步，孩子们在林中奔跑，情
侣们在林中交谈。 铺满金黄色树
叶的地面、 高大的树木、 灿烂的
阳光和活动的人构成了一幅幅美

丽的画卷。 等到严冬到来， 落地
的树叶已经完全枯黄时， 再收集
起来， 挖坑沤肥。

再后来， 出于消防安全和环
境卫生的考虑， 一到秋冬交替的
季节， 园林工人们就会及时将落
下的树叶扫光， 主要是担心引发
火灾和给环境卫生造成影响。 而
最近， 市园林绿化局下发了 《关
于暂时保留秋冬落叶景观的通
知》， 为市民办了一件实事， 让
更多的市民享受到 “满城尽戴黄
金甲” 的乐趣。 我想， 光保留落
叶还不够， 还应该多举办一些活
动， 多营造一些具有特色的氛围
和场景， 以吸引更多的不同年龄
层次的游人光顾。 一是吸引老年
人。 秋冬交替之际， 老年人迎着

温暖的太阳 ， 脚踩金灿灿的落
叶， 漫步在林中， 呼吸着新鲜空
气， 感受着优美的环境， 既锻炼
了身体， 又获得了好心情。 二是
吸引小孩子们进入林地玩耍。 现
在的小孩子和大自然接触的时间
越来越短，“小胖墩”、“小眼镜”越

来越多。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一到
这个时节， 都会到树下和同学玩
“拔老根 ” 的游戏 ， 其乐融融 。
三是吸引摄影爱好者、 乐器演奏
爱好者、 舞蹈爱好者等进入， 记
录美好瞬间、 演奏华美乐章、 轻
舞林中。 □许庆惠 （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