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青评论

杨李喆
为维护北京市轨道交通环境，杜绝车
厢内的不文明行为，北京市交通委拟对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修订，并
起草《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
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稿）》
（简称《征求意见稿》），未来逃票、
“霸座”、在车厢内饮食、推销营销等行为
或将纳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相关报道
见 A7 版）
地铁是一个公共场合，如果任由不文
明行为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到他人，而且
也会给地铁安全运营埋下一定隐患。上
述《征求意见稿》规定，纳入个人信用不良
信息的不文明乘车行为包括：采用违规进
出闸机、伪造变造票卡等方式逃交票款；
在列车车厢内一人占用多个座位；除婴
儿、病人外，在列车车厢内进食；推销产品
或从事营销活动。也就意味着，不文明行
为或将受到信用惩戒。
根据去年北京市出台的《公共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对信用状况不良的单位和
自然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
施：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重点予以核
查；在安排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中，增加
检查频次；限制申请政府补贴资金支持；
限制担任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等等。
当然，
即便是地铁中不文明乘客，
或许
不会受到上述情形的信用惩戒，而一旦个
人坐地铁不文明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
录后，也就同样难免会让自己的日常工作
生活学习受到一定的影响。故此，不文明
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更何况，现如今
处处是摄像头，不文明之举瞬间就会成为
网络焦点，
这对自己的声誉更是有害无利。
上述《征求意见稿》提出了相应的治
理措施，比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专职督
查员、文明乘车监督员、轨道运营单位工
作人员、乘务管理员劝阻及制止；劝阻、制
止不听的，轨道运营单位有权拒绝提供乘
车服务，并立即向公安、交通执法部门报
告。这些措施，就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不文
明乘客的出现。
另外，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相应的
补救措施，值得称道。比如，通过主动参
加轨道交通志愿服务进行不良信息修复，
自然人认为个人信用不良信息有误的，可
以向市交通执法部门书面提出异议申请，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归根到底，遏制不
文明行为关键要靠个人文明修养的提升，
但外因可以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对于遏制
乘地铁不文明行为，有力的外在惩戒不但
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需的。

“开车顶学生”该罚
学生安全意识也堪忧
王桂霞
近日，一段黑色轿车顶着几名小学生
强行前行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公众
关注。经查，
4 月 23 日中午，
正值河南邓州
市城区一所小学放学时间，胡某驾驶轿车
由此通过时，
不顾值日学生阻拦，
开车顶着
学生强行通过。胡某的行为已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扰乱了学校
周边公共场所秩序，
情节严重，
已被邓州市
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治安处罚。
这个视频看得人心惊肉跳：该司机看
到两名值日的小学生拦在了车前，没有停
下来，还要往前开，并推着两人退了一步，
很惊险。这两名小朋友也坚持不让，用双
手顶着汽车拦阻，再三说不能进，而司机
再次把车往前开，强行顶着两名小朋友往
里走。如果司机强行冲撞过去，很可能造
成伤亡惨剧，
后果不堪设想。
小学生用肉身强行阻拦汽车，看似勇
气可嘉、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实则非常不
明智，乃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境，随时有
可能发生惨剧。而且，从视频细节亦可看
到，这两名拦阻汽车的小学生表情很轻
松，边说边笑，周边围观的家长和学生，也
没有人出面制止司机、
将学生拉开。
由此可见，在场的人显然并未意识到
潜在危险，
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
甚
至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这就更加令人惶恐
不安了。将学生置于此种危险场景，鼓励
学生强行阻拦汽车的做法，跟此前鼓励学
生救火一样，
都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
乃
是忽视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属于失职行
为，
应对学校和主管部门予以严厉批评。
这起司机开车顶学生事件，暴露出学
校和学生、家长安全意识的严重匮乏，值
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一定要教育学
生，以后若遇到类似事件，千万不能为了
拦阻汽车而以身犯险，而要学会灵活处
理，比如先将司机放行，再向交警部门举
报，
由后者进行处罚，
岂不是更好？
学生值日只是帮助维持学校秩序，起
到辅助作用，学校应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告知学生需将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同
时，学校应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强调生
命价值的重要性，在日常开展安全知识活
动，举办讲座、演练等，向学生和家长传授
正确的安全知识，掌握防火、防溺水、急救
等基本技能。

做共建“一带一路”的担当者实践者
今日社评

对乘地铁不文明行为
就该信用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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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12 场主
题分论坛，共有来自 150 多
个国家和 90 多个国际组织
的近 5000 位嘉宾出席。在
政策沟通分论坛上，多国部
长、
国际组织负责人就
“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加强政策对接”和“坚持高
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深化规则对接”两个
议题，共商如何加强政策和规则对接。
（相
关报道见 A4、
A5 版）
2013 年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人类发展未来，
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重大合作理念。近 6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政策沟通更有力、设施联通更高效、
贸易更畅通、资金更融通、民心更相通。
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越来越多国
家、国际组织和企业及个人纷纷投出信任
票、
赞成票。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已成为广
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与有
关国家的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包括俄罗斯
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总

在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
各国仅凭自身力量难以
独善其身，
共建
“一带一路”
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
要求。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中国主张八方响应的背后，
是
“
‘一带一路’
倡议源于中国，
机
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理念的丰富实践。
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英国
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等。
“一带一路”
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目前已有 126 个国
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 176 份
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面
向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平台特征。
近 6 年来，
“一带一路”倡议巨笔精心
绘就了一幅幅鲜活的
“新丝路”
交往图。在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企业投资运
营的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码头吞
吐量增长 7 倍，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一颗明珠。共建“一带一路”让白俄
罗斯实现了“国产轿车梦”，让哈萨克斯坦
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出海通道，让东非有了
第一条高速公路，让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

跨海大桥，让“陆锁国”老挝摆脱交通困局
的愿望成真。
“一带一路”
开放包容、
合作共
赢的理念在全球播撒下去，正在春风化雨
生根发芽，
激发出蓬勃向上的巨大能量。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中国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更是负责任、
有担当的实践者。近 6 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从理念化为行动、变为现实，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成
型，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成功落地，中欧
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建设成效显
著，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建的 82 个境外合
作园区不断取得积极进展。顶层设计一
项项落实，关键节点一个个打通，共建“一
带一路”目标更加坚定，各国获得的发展

于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可能就要出现亏损
现象。这对商业银行来说，也是会影响可
持续发展的，尤其会影响商业银行对小微
企业贷款支持的可持续性。
由于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企业素质也
是参差不齐，好的企业会规范合理使用资
金，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把企业越做越
好。有些企业也会利用贷款利率较低的
特点，实施“监管套利”，将资金投向地下
金融组织、发放高利贷等，使资金偿还风
险大大提升，甚至会出现“连环风险”。在
一些民间资本充裕、地下金融活跃的地
方，就有部分小微企业参与了非法集资、
发放高利贷等方面的活动，造成地区金融
秩序的混乱，
也引发了许多风险。
这就意味着，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
持，既要解决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清理
利率之外的各种不合理、不规范费用，也
要防止少数小微企业借政策之名，行不规

范之实，把政策扶持和支持的资金挪用到
其他方面，干扰秩序并积累风险。这就要
求商业银行除了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融资
支持和降低融资成本之外，还要对资金的
流向等实施有效监控，一旦发现小微企业
使用贷款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就要迅速追
回资金，并报告给监管机构，对企业的不
规范行为予以责任追究。
支持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是商业银行必须履行好
的一项责任，也是推动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保持合理的利率
水平，切断利率之外的各种费用，是对小
微企业的最好支持。在此基础上，加大对
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确保资金用于企业
的生产经营和产品开发、技术研究和市场
拓展，确保员工待遇和企业稳定。凡是不
按规定使用资金的企业，商业银行就可以
切断他们的资金供应通道。按照市场秩

谭浩俊

序和信用规范的要求，这类企业也应当退
出市场，避免给市场秩序带来破坏，给社
会信用产生伤害。
按照银保监会的测算，小微企业贷款
如果风险控制得好，不良率控制在 3%以
下，利率盈亏平衡点应该是在 5%-5.7%。
如果把定价定在 5%-5.7%之间，这样的贷
款就能实现“保本微利”和商业可持续。
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这样的目标执行，且没
有任何其他附加费用，那么，小微企业的
融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对小微企业的发
展也将产生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只要监管到位，那些不讲信用
和规范的企业也会逐步淘汰出市场，从而
使整个市场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企业发
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
会大大增强。所以，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
率，不是越低越好，而应当按照双赢要求，
控制在合理水平。

以司法个案标杆效应遏制汽车销售欺诈
准备卖车时才发现音响是贴标的冒
牌货，重庆消费者陈波将豪大名车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简称“豪大公司”
）起诉至法
院，要求整车“退一赔三”。日前，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该案维持原判，
判罚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 61.98 万元并支
付赔偿款 185.94 万元。
（4 月 25 日《北京青
年报》
）
豪大公司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冒牌音响鱼目混珠地卖给消费者，既违
背了诚信经营的基本商业伦理，又僭越了
法律底线，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赤
裸裸的侵犯，其行为已构成消费欺诈，被
法院判罚“退一赔三”，纯属咎由自取。在
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至今还余波未
平而继续引发关注之际，法院在该案中对
汽车销售欺诈恶行开出“退一赔三”的巨

额罚单，不仅彰显了司法对汽车销售欺诈
恶行的零容忍，也为司法严惩汽车销售欺
诈恶行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复制的样本，必
将更多地释放出司法个案遏制汽车销售
欺诈恶行的标杆效应。
近年来，随着汽车消费的平民化，汽
车销售欺诈问题也日益多发，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汽车销售欺诈恶行的蔓延，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了汽车销
售市场秩序，更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
绝不能任其肆意妄为。
汽车销售欺诈恶行屡禁不止，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者，涉事经销商利欲熏心，
法律意识淡薄；二者，消费者维权“要路多
险艰”，监管部门往往又“民不举官不究”
；
三者，司法严惩汽车销售欺诈恶行的个
案，没有释放出激励消费者群起维权和威

慑销售商的标杆效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
费者可要求退货并主张商品价款或服务
费用三倍的赔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消
费者因举证难和专业知识缺乏等因素的
掣肘，三倍赔偿的请求很难得到法院支
持，以致销售商的损失相比于既得利润不
过是“九牛一毛”，根本没有任何痛感。在
司法“退一赔三”个案标杆效应不能持续
扩散的情况下，不良销售商必然滋生“老
虎也有打盹”的侥幸心态，有恃无恐地对
消费者频使欺诈伎俩。
因此，常态化地祭出“退一赔三”司法
惩戒利剑，以这种典型个案释放的标杆效
应，
倒逼销售商在得不偿失的沉重代价面前
不再
“好了伤疤忘了痛”
，
显然是遏制汽车销

来看，电商法的实施并非带来海清河晏，
一些商家的自动续费“黑洞”仍在疯狂
“吞”金。
《电子商务法》规定的“以显著方
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一般包括使用粗体
字、黑体字、彩色字体等提醒，但不少 APP
还在采取格式条款、浅色小字等“最不显
著”的提醒方式，使消费者落入了陷阱。
即使消费者事后发现上当，想取消自动续
费也是难上加难。
一些 APP 运营商知法犯法，
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底气从何而来？一方面，APP 点
多面广，政府监管存在难度。截至 2018
年 5 月底，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移动应用
APP 为 415 万款。有关部门要想对每一种
APP 进行有效监控，及时发现和查处违规
行为，
无异于大海捞针。
另一方面，侵权行为往往涉及金额不
大，消费者维权动力不强。自动续费通常
就是十几元、几十元，由于钱并不多，不少
消费者往往放弃投诉维权，干吃哑巴亏。

张智全

售欺诈恶行的必然选择。在重庆这起汽车
销售案中，
销售商因安装冒牌音响被认定为
欺诈而领到
“退一赔三”
的高额罚单，
可望让
更多消费者看到通过司法打击欺诈恶行的
希望，
激励更多消费者主动拿起法律武器，
依法向汽车销售欺诈宣战。这对彻底根治
汽车销售欺诈毒瘤，
确保汽车消费市场的风
清气正，
可谓善之又善。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打击汽
车销售欺诈恶行，需要司法通过具体裁决
和典型个案对这种恶行予以严惩。只有
“退一赔三”的司法典型个案形成依法严
惩汽车销售欺诈恶行的标杆，那些对法律
红线置若罔闻的销售商，才会在个案标杆
效应所形成的“人人喊打”的法治氛围中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再频使“店大
欺客”
“任性宰客”
的欺诈伎俩。

填平自动续费
“黑洞”
亟需公益诉讼发力
近日，浙江杭州的刘女士收到某 APP
会员服务自动续费的通知短信，从其支
付宝中扣去 10 元。刘女士表示，
“买会员
的时候根本没看到有自动续费的明确提
示，如果看到肯定不会买。”新华社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 APP 在用户购买服务时，
对于自动续费没有明确提示，有的甚至
默认勾选，当用户想要取消自动续费时
困难重重。
“自动续费”是一些 APP 运营商的惯
用伎俩。在消费者购买付费服务时，APP
的自动续费标识往往不明显，有的甚至默
认勾选，消费者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陷阱。
消费行为本应是你情我愿，明明白白，运
营商利用欺骗手段实现自动续费，违反了
市场交易最基本、最重要的诚信原则，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今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电 子 商 务
法》，直接剑指电商的搭售行为。该法明
确，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搭售商品、服务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前有禁止条款，后有具体罚则，
《电子
商务法》出台伊始，人们对于遏制“默认搭
售”充满期待。然而，从新华社记者调查

樊大彧

机遇愈加清晰。
在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各国
仅凭自身力量难以独善其身，更无法解决
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共建
“一带一路”
促
进各国互联互通，
推动增进共识，
顺应了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
展，
中国主张八方响应的背后，
是
“
‘一带一
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理念的丰富实践。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
大
踏步向前推进，
国际上一些人抛出所谓
“地
缘政治论”
“债务陷阱论”
“不透明论”
，
然而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
全球化新的内涵，
是为经济全球化
“铺路架
桥”，各种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误
判甚至恶意诋毁由此不攻自破。
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召开，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领导人和嘉宾
再次聚首北京，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
深走实而集思广益，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本届高峰论坛将
再次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和丰硕成果向世界
宣示，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
共建
“一带
一路”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应保持合理水平
4 月 25 日，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
李均锋在国新办举行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把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降到基准利率之下，这不是银保
监会鼓励的，银保监会还是鼓励商业银行
按照“保本微利”、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定
价，
能够使这项业务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
小微企业贷款应按照“保本微利”、商
业可持续的原则定价，这是一个可以理解
和接受的要求。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
本，
重点并不在降低利率，
而在减少贷款过
程中的其他费用，如贷款保证金、承兑汇
票、
顾问咨询费、
服务费等。如果这些方面
的费用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即便利率高一
点，
多数小微企业也是能够承受的。
商业银行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在成
本控制方面确实要比大中型企业高得多，
风险也相对较大，保持一定的盈利空间是
完全需要的。如果给小微企业的贷款低

本报评论员

张涛

只要自己能退订取消续费，对于之前的侵
权行为也就不愿再追究。一些商家正是
抓住了消费者喜欢息事宁人的“弱者心
态”，埋下自动续费“陷阱”，能骗多少是多
少，
能瞒多久是多久。
要填平自动续费“黑洞”，必须让法
律发挥威力，使坑蒙拐骗的商家付出应
有代价。为此，除了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广大公众积极维权外，更需要各级消协
担当作为。浙江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已经接到了部分消费者关于自动续
费的投诉，调查了解情况后，将向社会发
布调查报告，针对性提出消费建议。与
消费建议相比，人们更期待各级消费者
协会运用公益诉讼利器，代表广大消费
者向商家讨还公道。
消费者个体力量有限，与商家较真难
免势单力薄，公益诉讼则可以改变消费者
的弱势地位，倒逼商家敬畏消费者权益。
只有让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成为一种常态，
商家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被诉至公堂，最
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类似自动续费这
样的消费陷阱自然会逐渐消失。
漫画/陈彬

下载北京头条 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主编/潘洪其 编辑/王晓东 美编/杨信 责校/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