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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People’s health

 is a hallmark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三
明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
地因地制宜借鉴。
　　——— 摘自习近平2021年3月22日至25日在
福建考察时的讲话

  People’s health is a hallmark of social-
ist modernization. The reform of the local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ystem in Sanming
reflects an approach that puts protecting
people above everything else and ventures
to break new ground. This experience is
useful for other localities to draw on in
light of their local situations.
　　———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remarks during
an inspection tour of east China’s Fujian Province
between March 22 and 25，2021

　　前几天，我又被“电子警察”抓拍了。当我又一次到交
警部门指定的银行交“违章罚款”，看到排着长长队伍的

“交款大军”时，感慨万千。
　 我是具有 30 多年驾龄的老司机。论驾驶技术，不敢
说炉火纯青，但也是轻车熟路。每天开车时，我都会小心
翼翼，谨慎驾驶。即便是这样，还是难逃“交不完”的罚
款单。
　 记得刚买车不久，趁双休日回农村老家看望父亲。当我开
车行驶到区间路段一拐弯处，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路边“电子警
察”抓拍“超速”。
　 没过几天，我的手机收到交警部门发来的一张短信

“罚款单”。就这样，我被稀里糊涂地罚款二百元扣三分。后
来听一位出租车司机朋友说，那个地方设置的“探头”非常
隐蔽。
  有一段时间，交警部门对机动车“礼让行人”抓得比较严。那
段时间，为了有效抓拍不“礼让行人”的车辆，道口路边临时增设
了不少监控设备。
  我所在的这座本不是很大的小城，因开车“礼让行人”
问题被罚款扣分的司机竟数以万计。我当然也“难逃法网”，
在“礼让行人”这一道关口上，被罚款扣分三次。
  已经过去的事情，本应该让它过去。然而，一而再再
而三地“道路违章”罚款扣分，让我这名“久经罚款考验”
的“老司机”那颗脆弱的心，总是难以平静。因为就在前几
天，我开车在道路向左转弯的过程中，又压到了“虚虚实
实”真假难辨的“双实线”。没办法，等待我的必将又是下
一个违章罚款单。
　 平日里，听很多司机朋友抱怨最多的是，一年下来被
交警部门罚了多少多少钱、扣了多少多少分。在我看来，一
件事情反复出现，且人数众多，恐怕不是正常现象。客观来
讲，司机被罚款扣分，一方面，是司机没有遵守交规的问
题；另一方面，是否也存在道路标识不清和“电子警察”设
置不合理等可能性。
　 罚款的初衷是教育警示，罚款扣分也应该让被罚者服气，

这是交通管理部门在设定“电
子警察”时应该考虑到的。
     （李连和）

交不完的违章罚单

本报评论员马剑

　　近期，一份义乌公安的内部文件在网
上流传，再次将持续多年的“义乌市场主
体账户遭冻结”问题摆至公众面前。在这
场“世界超市”面临的风波中，一些涉案问
题资金流入正常运转的外贸企业、个体商
户银行账户，本应由诈骗分子背的“锅”却
让不少守法商户“财货两空”，成为现阶段
如何精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维
护良好营商环境的新课题。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
乌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窗口和改革开放

“试验田”。2018年以来，义乌市场经营户正
常运转的收款账户被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冻
结问题逐渐突出 ，2019 年起引发更多

关注。
　 　 在 公 安 机
关 专 项 行 动 的

威慑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团伙原
有洗钱渠道日趋减少，逐步往外贸行业
转移，与地下钱庄勾结洗钱加剧。受外汇
短缺、趋利性规避本国关税等因素影响，
疫情下减少流动的不少外商选择通过地
下钱庄等非正常途径支付货款。不法分
子趁机将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
行为的资金作为货款汇入，一些规范经
营的市场主体的账户也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收到涉案资金。
　　大量诈骗赃款和正常货款混流，增加
了警方侦办案件的难度。而银行账户被冻
结则干扰了商户正常生产经营和生活，义
乌部分企业因流动资金问题面临破产，经
营户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供货商货款，外贸
市场预期受到较大影响。套现离场的犯罪
团伙留下一地鸡毛。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护好
市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才能为经济

发展积蓄力量。这也要求我们在快速严厉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时，注重“精准”，兼
顾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尽快破解这一困扰

“世界超市”多时的难题。
　　事实上，针对愈发频繁的商户银行账
户冻结事件，义乌市2020年11月抽调多部
门成立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负责梳理
登记账户冻结信息、为解冻提供咨询服务、
协助与异地公安机关沟通等工作。受多种
因素影响，目前解冻银行账户的整体占比
并不高，且解冻进程缓慢。
　　当前，持续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
击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义乌市场主体账
户冻结风波折射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
的严峻性、复杂性，也凸显新时期全面落实
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
行业监管主体责任，不断把打击治理工作
向纵深推进，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多发高发态势的紧迫性。

　　积极引导商户、外商建立合规的结算
习惯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引导货款
收付与贸易流程轨迹一致、金额一致，避免
货款由不相关第三方支付。同时，加强境外
采购商诚信体系管理，对多次利用地下钱
庄汇款、欠款不还等信誉不良的境外采购
商采取信用扣分、列入采购商黑名单等措
施，引导规范结汇。
　　强化法治思维 ，注重精准打击 ，才
能让人民群众在每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融化“冻友”心头的“浮冰”。对于
那些套现离场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绝
不手软。在被冻结银行账户的群体中，
针对涉嫌洗钱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应予
以坚决打击，而对可查明的守法市场经
营户则应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要切实
增强执法制度的刚性，进一步提升执法
工作规范度，最大程度减少对正常市场
主体的影响。

诈骗分子的“锅”不能让守法商户背

新华社记者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首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以丰富多样的活
动努力提升民众的国家安全意识。需要强
调的是，在经历了香港“修例风波”后，国家
安全在“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重要性愈发凸
显，进一步强化香港同胞保国护家的信念，
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对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和特区长远繁荣稳定至
关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
义。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香港“修例风波”
中，“港独”等各类分裂国家的违法活动，外
国和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
安全的活动，“黑暴”等激进的暴力犯罪行
为，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危
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重损害香
港的繁荣稳定。为此，中央当机立断，全国
人大常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制定颁布
实施香港国安法，扭转了香港在国家安全

领域长期“不设防”的被动局面，为实现香
港由乱及治、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
了坚实法治保障。
　　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后，香港暴力事
件显著减少，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市场和投
资环境更加稳定。今年以来，完善香港选举
制度的系列举措进一步确保了“爱国者治
港”原则，有力增强了特区防范和抵御安全
风险的能力，使“一国两制”下的国家安全
更加稳固。
　　国家安全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回归以
来的诸多事实已让越来越多香港同胞认识
到“国安才能家安”的真理，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的福祉，无不基于国家安全
首先得到保证。一项最新民调显示，逾七成
市民对香港国安法实施成效感到满意；超
过八成半市民认同香港有维护国家安全的

宪制责任，与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相比，比例
大幅攀升。
　　不过，维护国家安全绝非一蹴而就，

“一国两制”下的特区管治更面临诸多错综
复杂的安全风险。具体而言，外部势力对香
港事务的深度干预绝不会善罢甘休，“港
独”等极端分子也不会彻底放弃其作乱本
性，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也尚未在特区完
全落地生根。在此背景下，香港必须进一步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继续完善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公职人
员的责任与义务，保障“一国两制”制度安
全以及经济、社会安全，扎紧篱笆、防范
风险。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们自觉维护国
家安全的意识。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
利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重要契机，在

更深更广的层面加强教育和阐释工作，让
国家安全意识真正深植人心，彻底铲除“港
独”和“黑暴”等得以滋生的土壤，使“一国
两制”实践更加稳健向前。
　　同时，要特别注意提高香港年轻人的
国家安全意识。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
家安全教育应循序渐进从小培养，并与提
高国民身份认同有机结合，在对国家历史、
文化和发展的认识中，增强国家观念和民
族感情，令青年一代主动成为国家安全的
守护者和倡导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开局之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
大创举，“一国两制”走过了极其不平凡的
历程，确保国家安全始终是其中十分关键
的内容。
  只有在全社会共同的推动下，香港才
能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拥有更加安全稳
定的发展环境，“一国两制”实践才能真正
走上更加顺遂的大道。       
       新华社香港 4 月 15 日电

香港要在更深更广层面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新华社记者张建

　　近期，在一些地方，“名校”成了新城
区土地出让、招商引资的工具——— 在土
地出让之前，公布附近学校建设的消息，
吸引地产商和消费者。“除了学校，没啥
配套”“名校冠名，一挂就灵”等乱象层出
不穷。对此，有关方面应有所警惕，莫让

“名校”学区房坑了楼市害了教育。
　　首先，新城区批量复制的“名校”，不少
只是名校冠个名——— 很多一线教师都是刚
毕业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某
大学教育集团负责进行管理、运营和资源
服务的学校已达 80 多所，分布在全国 20
余个省份。如此庞大的布局，其教学是否过
硬也不禁让人打个问号。
　　这类“名校”抬升了土地、楼盘价格，但
对教育丝毫没有贡献，也影响了好学校的
声誉。而如果是真的把高质量教学资源抽
调到新学校，老校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教
育自有其发展规律，盲目、无序扩张，到头
来只会害了教育。
　　再看这种发展模式，虽然能带来卖地
收入迅速增长、追逐“名校”的人口流入、房

地产市场短期繁
荣等利益，但如
果 缺 乏 产 业 支

撑，一旦“名校”光环褪去，剩下的就是难卖
的楼盘和贬值的房产，最后埋单的恐怕还
是百姓。这样的发展难以为继，透支的是整
个城市的未来。
　　有关地方要把精力放在抓实经济发

展上，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加快落
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交流常态化、
机 制 化 。这 样 ，楼 市 、教 育 才 能 互 相 促
进，良性发展。
     新华社长春 4 月 15 日电

莫让“名校”学区房坑楼市害教育

新华社记者任沁沁

　　近日，交通运输领域一系列事
件引发极大关注，网友们吐槽、诉苦
比比皆是。这提醒相关方面，在做好
维护道路运输物畅人安的同时，要
坚 决 向 冷 冰 冰 的 执 法 、逐 利 执 法
说不。
　　在中国，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
绝大部分道路交通机构和人员不忘初
心、尽职履责，贡献巨大。但有极少数逐
利而行，挖空心思在民众身上牟利。他
们忘了什么是人民立场，忘了什么是党
性原则，更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明确，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
为、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等有关责
任人的追责力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执法投
诉举报和处理机制。
　　乱象频出是警醒、是断喝，有关方
面要有所作为，切实规范公权力的运
行，杜绝此类悲剧再次发生。靠坑民扰
民得利，从小了说是失职渎职、道德失
范，从大了说是给党和政府抹黑。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有关方面要
坚决向逐利执法说不，不能让执法扰
了民生、凉了民心。要民众守法，执法部
门须先正己。唯有坚持人民立场、人道
主义和法治精神同向并行，把公平正
义价值追求融入血脉，让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理念化作行动，才能在全
社会形成法治权威和信仰，最大程度保障公众权益，进而推
动真正的良法善治。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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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进一步强化香港同胞保国护家的信念，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对确

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特区长远繁荣稳定至关重要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正值清明谷雨时
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田间地头秧苗初插、作
物新种。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抓好春耕工
作，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发挥农业“压舱石”
作用，对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至关重要。
　　春耕是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必须
打好打赢。按照党中央部署，首先要确保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
年的一半以上，打好开年关键一战，是确保
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重要基
础。今年是党中央明确强调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第一年，国
务 院 批 准 的
2021 年粮食生

产目标，各省区市党委政府要同心同责，尽
快细化分解任务到市到县，把播种面积落
实到村到田。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地区
要重点巩固双季稻生产，稳住早稻播种面
积；东北、黄淮海等地要扩大玉米生产，确
保增加 1000 万亩以上。特别要稳定非主产
区粮食种植面积，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
　　抓好今年春季农业生产，要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开局的当头炮。脱贫攻坚全面衔
接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
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农业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尽管
近年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工
资性收入占了大头，但各地脱贫产业发展过
程中，种植业的农民参与度高、从业稳定性
强，尤其是此次疫情对农民外出就业造成一

定影响情况下，农业在就业中发挥了巨大的
稳定作用，再一次表明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要高度重视农业。
　　“清明麻，谷雨花，立夏栽稻点芝麻”。
春耕连三夏，抓粮食生产要有过五关斩六
将的准备，要防倒春寒，也要防春旱，防了

“干热风”，还要防“烂场雨”，春夏农业生产
一气呵成，没有“歇口气”的时候。各级党委
政府要关心农业、关怀农民，有效释放重农
抓粮的积极政策信号，调动种粮农民积极
性。要一个作物一个作物抓，一个区域一个
区域推，确保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及时
到村、到店、到田，确保在建党 100 周年之
际，全国夏粮能够获得丰收，给全年粮食生
产吃下一颗“定心丸”。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端牢开局之年“中国饭碗”

好
一
个
﹃
喝
了
没
事
﹄

新华社记者华义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
万吨核废水排入大海。
个别日本官员公开表
示：“这些水喝了也没
事 。”好 一 个“喝 了 没
事”，何其自私！
　　福岛核事故是迄
今全球发生的最严重
核事故之一，造成大量
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
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
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
响。日本政府此次决定
排放入海的核废水不
少接触过堆芯熔毁的
核燃料，含有的放射性
物质极其复杂，与全球
核电站正常运营中排
放的含氚废水不可相
提并论。然而，日方始
终混淆概念，规避问题
实质，甚至称排放含氚
废水是全球惯例。在这
样一件事关人类福祉
的重要事情上，日方避
实 就 虚 ，企 图 蒙 蔽 世

人，其言不信。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在核事故处
理方面有着众所周知的诚信赤字。福岛核
事故初期，日本政府一度宣称“事故影响有
限”“善后进展顺利”，但事实证明绝非如
此。东电公司在事故初期就已知道堆芯熔
毁，却试图隐瞒真相。在事故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日方对福岛核泄漏问题要么讳莫
如深，要么闪烁其词，对日本国内外的担忧
始终没有给出一个让人安心的答复。种种
行径显示，其心不诚。
　　不信、不义、不仁、不诚——— 个别日本官员
居然还想用一句“喝了没事”搪塞公众、蒙蔽世
人，良知何在？信誉何在？底线何在？日方决定
将核废水排放入海已引起国内外严重关
切。300 多个环保团体向日方表示坚决反
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相关部门研究把
日本“排污”一事提交国际法庭。认真回应
国内外的质疑和担忧，以诚恳的态度担当
应尽之责，是日本当局挽救自身声誉的唯
一正确路径。
      新华社东京 4 月 1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