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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融媒

新华融媒选粹

■■竺竺震震旦旦是是谁谁？？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视频报道。

■■““快快得得像像子子弹弹一一样样的的人人””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视频报道。

竺震旦是谁？他是中国人民熟知的印度诗人
泰戈尔。五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在演
讲中提到了诗人泰戈尔与中国的情缘。泰戈尔一
生呼吁文化交流，他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作为中印
文明交流的使者，他在中国留
下了哪些故事？他又是如何推
动中印两国交流的？

包揽男、女个人全能和团体冠军，打破和追平
多项世界纪录！这是中国军事五项队在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上交出的骄人答卷。

“快得像子弹一样的男人”潘玉程火了，
他先是以 2 分 09 秒 05 打破男子障碍跑单项
比赛世界纪录，最终以 5617 . 5 分获得男子全
能个人冠军，同时中国男队
也以总成绩第一获得团体
金牌。

领导干部如何“为官”，谢高华是标杆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近日，不少南京市民发现，一批崭新的共
享单车投入使用没多久，就被贴满了小广告。
这些小广告像“牛皮癣”一样，哪里有空粘哪
里，有的甚至盖了好几层，遮住了车身上的二
维码和太阳能电池板，让共享单车彻底“瘫
痪”。

共享单车得“牛皮癣”，不是南京独有的现
象，全国各地的共享单车都深受其害。为什么
小广告容易粘上共享单车？原因显而易见，共
享单车投放的地区多是人流量大的核心地段。
每辆共享单车无异于一个流动的“广告牌”。这
种投放方式“无本万利”，零投入高收益。“搭
车”的小广告大多是“驾照收分”“网络贷款”
“房屋出租”“信用套现”，瞄准的正是骑共享单
车的人群。

共享单车成为小广告重灾区，问题由来已
久。为治理共享单车身上的“牛皮癣”，相关部门
想了各种招数，包括推出小广告举报专线、建立
违法小广告信息库、核实后对骚扰电话停机等。

可是一年年过去了，共享单车身上的“牛皮
癣”似乎有增无减。

与共享单车“同病相怜”的还有电线杆，街
头巷尾的电线杆上也经常见到出租房屋、治疗
生殖类疾病的小广告。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应当

由地方环卫部门负责清理，但共享单车上的
“牛皮癣”，影响共享单车的外观和使用，属于
侵权行为，共享单车企业有权要求广告发布
者恢复原状、修理赔偿。

去年 8 月，在全国首起共享单车小广告
案件中，摩拜单车向私自张贴车身小广告的
侵权方索赔 100 万元，最终经法院调解，获赔
10 万元。然而，这种共享单车企业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还并不多见。
绝大多数的小广告张贴者并没有为违法行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一旦被共享单车维护人员

“揪住”，顶多是批评教育了事。违法成本太
低，也让小广告发布者无所顾忌，继续给共享
单车贴“牛皮癣”。

最近有人建议 ，为单车刷上一层特
殊材质的油漆 ，让小广告贴不上去 ，从
而彻底杜绝 。可是 ，假如小广告张贴 者
带 上 小 刀 ，刮 下 一 小 块 油 漆 不 就 行
了吗？

其实 ，小广告上都贴着电话号、二维
码，想要追溯到小广告的制造窝点并不难。
源头治理不只能靠封号停机了事，还是得
从提高张贴小广告的违法成本上下功夫。
治乱象可用重典，比如把小广告的发布者
罚到“肉疼”、长记性，让张贴小广告成为得
不偿失的赔钱生意。

狠治共享单车身上的“牛皮癣”
在中国，生意好做吗？24 日世界

银行给出自己的答案：中国营商环境
全球排名再度提升，从去年第 46 位
升至第 31 位，并连续第二年跻身全
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
大经济体。如此评价披露了中国迈向
高质量发展之“密钥”。

优化营商环境至关重要。我们
看到，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
原则，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步子在
加快，效果在加速显现。这方面，世
界银行有体会，亿万市场主体也有
公论。

世行中国局局长芮泽专门“点
赞”中国在办理施工许可证领域取
得“令人赞许的”改革成就。作为世
行衡量营商环境的 10 项指标之一，
中国在这方面拿到 15 分的满分，远
超东亚地区 9 . 4 的平均分。

不只是办理施工许可证，从开办
企业到获得电力，从保护中小投资者
到登记财产，从跨境贸易到纳税，在
截至今年 5 月 1 日的 12 个月中，中
国在 10 项衡量指标中有 9 个领域改革举措获世
行认可，其中 8 项指标排名上升，最终推动总排
名跻身全球前 40。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世行报告中，中国排名
从上年度第 78 位一下子跃升 32 个名次。在此基

础上，今年中国排名连续“爬坡”表
明，中国优化营商环境并非权宜之
计，而是出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
考量。

要知道，中国在优化营商环
境道路上奋力奔跑的时候，许多
经济体同样在努力。你追我赶中，
中国为什么进步较快？就是靠实
打实、硬碰硬地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敢蹚改革“深水区”，敢啃改革
“硬骨头”。

税负减轻了、通关便捷了、获
得电力更快了、投资者权益更有
保障了……一项项改革，带来一
个个看似微小的进步，却牵动着、
温暖着亿万市场主体的心，激发
起他们创业创新的热情与活力，
汇聚起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与合力。

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
定性因素日渐增多。要想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稳脚跟、击浪
前行 ，中国必须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

国务院日前颁布《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以政府法规形式
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

制度保障，这在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制度方
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想见，一个不断优
化的营商“软”环境，必将持续培育中国发
展“硬”实力。
（记者刘红霞）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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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谢云挺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改革先锋”、义
乌小商品市场的“助产”者谢高华逝世，缅怀的
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人们对这位老人充满敬
意，是因为他像一本教科书，给领导干部如何
“为官”树立了学习标杆。

为官从政，绕不开政绩观。如何树立正确
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做让老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
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
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
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谢高华至今仍被义乌人感念，赢得铁打的
“好口碑”；谢高华得到中央肯定，“改革先锋”的
荣誉就是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从焦
裕禄到谢高华，“好官”必然赢得百姓爱戴。新
时代的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就要像谢高华那样，守初心担
使命，心系群众为民造福。

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有多大担当就能
干多大事业。学习谢高华，就要学习他敢于

担当、敢为人先的品质。改革之初，对很多新
事物还没有形成共识，“敢为人先”可能会有
一定的风险。谢高华那句“开放义乌小商品
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
多么铿锵有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谢
高华成为带领义乌人民探路市场经济的主心
骨，生动诠释了什么是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
敢于担当、积极作为都是谢高华留给后人的
宝贵精神遗产。

作为勇立时代潮头的“改革先锋”，谢高
华的成功，就在于他善于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中央大政方针。当年，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在
全国率先开放，义乌大胆提出“兴商建县”，与
谢高华上“接天线”对中央政策准确掌握、下

“接地气”对群众诉求了然在胸的求真务实
精神是分不开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同样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把中央决策部署与
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工作，意气风
发地干事创业。如果总是瞻前顾后，不去
主动把握改革时机，就会错失“腾飞风口”。
“只想着对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
框。”谢高华流传于世的这些“金句”，在今
天听来依然很“硬核”。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谢高华敢于担当、
积极作为的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度契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推进改革发展大业，期待有更多
知行合一的“谢高华”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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