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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网上关于宿迁市文明新规 20
条的大讨论火了袁网民们热烈讨论遥

据悉袁3年前袁宿迁市文明办率先发
布叶文明 20条曳袁以浅显易懂的大白话袁
倡导宿迁市民讲文明袁从身边细节与小
事做起遥 比如袁公交车上主动让座袁接听
长辈电话待对方先挂机等遥 其中一条
野吃饭不吧唧嘴冶的倡议袁一度还引发了
野是否管得太宽冶的讨论遥

如今袁该地文明 20条迎来 2.0的新
版本袁上到公共道德袁下到个人品德袁涵
盖了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准则遥 尽管该
新规引发的反响褒贬不一袁但从大部分
网民为之野点赞冶的音量来看袁接轨了社
会文明风尚的新需求袁切中了社会发展
的新脉动遥

从野出生冶看袁它是众智的集大成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调查研究是谋事
之基尧成事之道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更没有决策权冶遥 新文明 20 条与旧
的 20条守则一样袁 均是从宿迁市文明
办通过在线留言尧问卷调查尧来信来电
等方式向广大民众征集的 4.53 万条意
见中精炼提取而出袁来源具有普遍性袁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呼声遥 再
言之袁征集新 20条过程中袁包含了社会
绝大多数人群袁有农民尧普通工人尧学
生尧老师尧医生尧机关工作者等袁具有一
定的广泛性袁又有社会贤达的专业性袁
无论如何都是正能量的体现袁 在全民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尧 规则意识和奉献
意识的背景下有重要的宣传教育尧警
示学习的意义遥

从内涵看袁 它是文明的风向标遥 在
新 20条中袁有一半左右的内容规定了市
民在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袁鼓
励大家野长期倡导尧久久为功冶曰另外在个
人层面袁 对广大普通市民深受其烦的
野变味冶朋友圈做了善意的提醒袁希望能
少一点功利的东西袁 多一些正面的能
量遥 思想品德的高度能够决定城市发展
的深度袁从宿迁市如愿摘得文明城市的
头衔来看袁靠的不仅仅是城市建筑有多
雄伟尧城市经济有多发达袁也不单纯是
城市环境多优美尧 历史底蕴多丰厚袁有
高尚品德的人尧能从善如登的人才是推
动城市发展的主体遥

最后袁 从功能看袁 它是环境的传感
器遥 宿迁市发布文明 20条,没有强制的
意味袁而是将一些文明行为和规范传播
到城市每一个角落袁让人们潜移默化地
收到这种氛围的影响遥 去国外旅游的人
都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袁在国外袁国民
会和当地人一样购物排队尧 不乱丢垃
圾袁然而回到国内袁文明行为便会大打
折扣遥 人还是一样的人袁环境产生差异
而已遥 因而袁文明规范需要大力倡导袁任
何一条规矩只要能改变一种现状尧营造
一种环境袁就算成功了遥

文明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从而都是
不言而喻的袁当文明的行为成为生活的
习惯袁道德和修养将登上一个高峰遥 宿
迁市正在打造的新文明 20条袁 将为宿
迁市各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
力和道德支撑袁且让我们拭目以待遥

罗纪超

我国移动支付发展成就令人惊叹,无论是移
动支付用户规模高达 5.27亿, 还是移动支付市
场交易规模居全球第一,都说明我国移动支付发
展领先全球尧引领全球遥今天,就连小商小贩都通
过二维码来收款, 大爷大妈们也用手机来付款遥
因而,国内外不少声音认为中国已进入无现金社
会,甚至几年前就有人认为无现金社会已到来遥

从发展成就看,如今似乎可以说无现金社会
来了遥 今后,随着移动支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用
户规模越来越大, 无现金社会会更加名副其实遥
不过笔者还是认为, 不要轻言无现金社会来了,
至少目前还不适合这么说,原因在于:一是还有
一多半人仍在使用现金交易曰 二是在安全缺乏
保证的情况下难言无现金社会遥

移动支付的优点有很多, 这里不再详细赘
述,而缺陷也很明显,即存在多种安全风险,比如
手机丢失会带来安全风险曰 手机操作系统尧APP
应用软件的某些漏洞也有安全隐患曰 尤其是应
用最广泛的二维码支付,既出现过野李鬼冶二维
码,也会携带恶意代码,造成用户信息泄露和财
产损失遥 所以,移动手机端发生的相关案件呈高
发态势遥

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不太适宜渲染无现金
社会,因为这容易让某些移动支付用户,尤其是
新用户放松安全警惕,甚至误以为无现金社会就
是无风险社会,从而给某些人利用移动支付骗钱
提供了机会遥 而移动支付运营商喜欢用无现金
社会来推广业务,可安全保障却未必到位遥 此外,
监管尚不完善,何谈无现金社会钥

何为无现金社会?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有三
大评判标准:其一,绝大多数人具备移动支付安
全常识遥比如,设置移动支付密码尧不使用免密支
付功能尧 更换手机号码时与支付平台及时解除
绑定等遥 我国已经有移动支付安全便民宣传周
等公共活动,但还需要大力度普及移动支付安全
常识,这需要有关各方共同来努力遥

其二, 移动支付运营商承担应有的安全责
任遥 尽管各个运营商都高度重视客户信息安全尧
财产安全,不断优化对盗刷尧欺诈风险的识别和
防范功能,但相关案件依然不少,如去年上海市
静安区人民法院披露,有人盗用他人信息注册支
付宝,盗走卡内 1万余元曰有人用支付宝发两百
个红包自发自收,盗窃四万余元遥 由此可见,安全
防线还有待筑牢遥

其三,基本做到监管无漏洞遥 尽管相关法律
法规已经不少,监管者仍在不断完善监管,如央
行此前发布的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已于今年 4月
1日起实施,针对条码支付技术风险,提出了一系
列针对性要求遥 但专家指出,公开的二维码无人
监管,且支付前的二维码管理缺失遥 不管是缺少
技术手段,还是缺乏法律手段,都需要及时完善遥

可能有人会说, 现金社会也存在安全风险,
无现金社会不可能完全无风险遥 但目前看,很多
人安全风险意识不高, 运营商安全保障措施不
全,加之监管存在漏洞,都会影响到移动支付安
全遥 在这三方
面没有明显改
善之前, 无现
金社会不会很
快到来遥

张海英

我国流动人口高达 2.45亿, 他们大
多要在城市租房居住, 然而住房租赁市
场却存在找房难尧黑中介尧假房源尧恶意
违约等问题遥为此,九部委去年 7月联合
印发通知要求, 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
市,要搭建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遥
十余个城市已出台方案, 并搭建了各自
官方租房平台遥

从实践情况看, 政府租房平台的服
务基本覆盖了房源登记尧 信息发布尧租
赁交易尧网上签约等方方面面遥 承租人
只要进入政府租房平台, 就能完成寻找
房源尧租赁交易等全部流程,既省时间又
省费用,更重要的是放心遥 譬如,广州官
方租房平台通过三种方式验证房源,保
证真实可靠遥

同时, 这种平台会对承租人实名认
证,还能让出租人放心出租遥 另外,还能
让不少经纪机构尧住房租赁企业从中受
益遥 当然,政府也会从中受益,因为此举
有利于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在降低监管
成本的同时还能为政府公信力加分遥 在
租售并举时代, 规范租房市场对整个楼
市都是有益的遥

不过, 这种平台在获得肯定和赞誉
的同时,也有一种质疑和担忧,即政府租
房平台的服务覆盖了租房全流程, 是否
存在大包大揽尧越俎代庖的问题?质疑者
认为,承租与出租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
应该是市场的裁判员而非运动员, 但政
府租房平台服务全包括显示政府下场
野踢球冶遥

另外,政府出手还可以规范市场秩

序遥 从现实看,有关部门自上而下高度
重视租房市场治理,并出手规制很有必
要遥 比如,去年年初住建部明确表示将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作为当年的重
点 ,大力整治野黑中介冶野黑二房东冶等 ,
各地也在积极行动,但各地租房纠纷仍
然不断,其中网上租房被骗的案例就有
很多遥

政府租房平台推出后, 部分承租人
不会再找线下中介, 会直接通过政府平
台租房曰部分承租人则会放弃市场化租
房平台,转向政府租房平台遥从这个角度
讲, 政府租房平台可倒逼线下中介和网
上租房平台规范化遥 当然, 仅倒逼还不
够, 还应该像搭建政府租房平台一样管
好市场平台遥

已搭建政府租房平台的城市, 还有
不少市场化租房平台曰而没有搭建政府
租房平台的城市, 市场化租房平台更是
扮演着重要角色遥因此,这十余个城市既
要搭建好政府租房平台, 也要管好市场
平台,尽量不给违规操作以任何空间曰而
其他城市缺少这一公共服务, 更要规范
市场化租房平台遥

政府租房平台出现后 ,虽然会对
市场化平台带来不小冲击 ,但不等于
其无法生存 ,市场化平台关键要做好
这几点 :像政府租房平台一样规范化
操作 , 保障承租人和出租人权益 ,甚
至服务标准要高于政府平台曰通过创
新与政府租房平台形成错位竞争 遥
只要规范经营 ,就不愁没有客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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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平台倒逼租房中介规范化

文明新规，何来管得过宽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