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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

无底洞

近年来，多家博物馆都
结合自身情况推出特色服
务，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开设
“故宫讲坛”，广东省博物馆
组织专家举办文物鉴赏公
益活动等。这一系列举措
中，
“免费开放”或许是最具
吸引力的。据统计，我国已
有 4000 多家博物馆对公众
免费开放，将文化惠民政策
落到了实处。 （据新华社）

应急周转借贷 10 万元、
20 万元的“小额贷款”，不料
却陷入层层圈套：数月内，
借款合同数额飙升至百万
元。记者调查发现，针对上
海 本 地 市 民 房 产 的“ 套 路
贷”陷阱近期频发。部分不
法公司以小额借贷之名，通
过层层布局债务陷阱，以暴
力催收等手段实施诈骗和
勒索。
（据新华社）

■热点评说

把贩卖信息的
“内鬼”
抓干净
近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
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受到社会普
遍关注。
毋庸讳言，信息化是双刃剑，
便捷性和安全隐患交织紧密。很
多人，每天都会接到陌生来电，微
信、短信骚扰。就在前两天，笔者
又接到一个来自广东云浮的
10000 号电话，虽然已知骗术失
效，可就是这个骗子，隔三差五就
会打来骚扰，
让人头疼。
骚扰也就罢了，更恐怖的是，
只要你愿意花点钱并提供姓名、
手机号或身份证号码，就能查到
他（她）的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开
房记录、名下资产、银行存款、通
话记录、以及上网记录等等。隐

核心提示：一手抓有效打击，一手抓源头防
范，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信息安全的社会环境。
私成了信息黑市场上的商品。借
助这些准确的个人信息，电信和
金融诈骗手段不断升级，给受害
人带来巨大损失。如此重大的安
全漏洞，如果国家不出手，势必难
以彻底遏制。
幸好这些年，相关法律一直
在不断完善之中。
2015 年 11 月施行的刑法修
正案（九）设立了“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扩大了犯罪主体和侵犯
个人信息行为的范围。近日，
“两
高”的司法解释出台，进一步填补
了法治空缺。

法律的意义在于执行。毫无
疑问，这个《解释》有利于遏制和
打击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犯罪分子
的猖獗势头，但是，有利可图，就
难免有人以身试法。现在不妨依
据“两高”的新司法解释，来次集
中打击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飓
风行动”
，
抓捕一批，
惩处一批。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两高”
的司法解释，专门谈到了打击“内
鬼”
的问题，
这可谓打到了
“七寸”
。
从公安部门的打击情况看，
银行、教育、医疗、工商、房产、电
信、快递、证券、电商等行业的工

作人员，之所以肆无忌惮泄露公
民个人信息，除了少数人心存侥
幸、非法牟利等因素外，还因为相
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个人信息
保护和监管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
的漏洞。
将 于 今 年 10 月 1 日 实 施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11 条规定，
“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
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
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这意味
着，一些掌握和使用公民信息的
单位，如果发生了不能“确保公民
信息安全”的行为，那就是一种违
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追究和
惩处。
一手抓有效打击，一手抓源
头防范，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信息
安全的社会环境。 （据人民网）

取消加成须防低价药“中标死”
取消加成，进行零差率销售，
“以
药补医”情况正逐渐改变，给群众
真正带来了实惠。
但是伴随着药品零加成的实
施，一些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
基于配套补偿政策的不完善、零
差率政策落地仓促等原因，出现
了公立医院“倒贴钱”等连锁反
应，引发了一些公立医院管理者
和医护人员的担心。尤其是，出
现低价药、基本药物短缺，甚至一
些药企“低价中标之后不生产”的
“中标死”
现象。
老百姓看病，最期待的无外
乎就是三个方面，一是看病不难，
不会因看病东跑西跑或看病挂号
一号难求等；二是看病不贵，无论
是吃药还是做手术，这些费用应

在一个可承受的范围内；三是基
本药、廉价药不短缺，看病时有最
基本的药品保障，这些药品短缺
比药价高更可怕。因此，取消药
品加成后，更须谨防低价药“中标
死”
的现象。
或许低价药
“中标死”
的现象，
对于无病之人来说可能是题外话，
但一旦轮到自己头上时，
当没药可
用时，
将无疑是天大的灾难。
诚如专家所言，从根本上破
解“以药养医”顽疾仍需加快医院
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外部支撑、畅
通“供血”路径。同时，要坚持医
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避免
“单兵突进、顾此失彼”。的确，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浩瀚”的
工程，加之历史形成的利益壁垒，

仅凭一招一式或在短期内解决不
现实。当然，对于“健全财政补偿
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净
化药品流通环境、提升医务人员
积极性”这些专家和媒体给出的
“药方”，管理部门也应该积极重
视起来,并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
轻重缓急。
医疗卫生事业是涉关民生民
计的大事。取消药品加成是大势
所趋，更是民心所向。当下，距离
国内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的时日不多了。针对低价药“中
标死”的情况，相关部门更应该着
重分析问题、及时找准病根、完善
政策和措施。不能养痈成患，若
不然受委屈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据人民网）

■有感而发

儿童阅读不能唯
“畅销榜”
“点击率”
中国人讲究耕读传家，即便
是在物质极不发达的农耕时代，
“知诗书、达礼义”也与“事稼穑、
丰五谷”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
位。古人云，
“ 立身以力学为先，
力学以读书为本”。让孩子早读
书、多读书，更是要紧的事情——
它是全民阅读的根基，亦是文化
薪火的传续。
据统计，
2016 年前 11 个月，
少
儿图书市场的码洋比重达 23.1%，
册数比重约占整个市场的 30%。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

一方面，降低超级高
中的招生规模，需要其他
高中来分流生源，但在过
去多年间，除了超级高中
之外，其他高中办学规模
严重萎缩，有的已经停
办。另一方面，当超级高
中在当地一枝独秀之后，
学生和家长不会管它规模
有多大，招生是不是违
规，只要自己能进去就高
枕无忧。因此，对于地方
政府减少超级高中招生规
模，严禁公办高中以民办名
义招生时，学生和家长并不
支持。
——《北京青年报》：
《警
惕超级中学“绑架”地方政府
教育部门》

证监会对张恩荣、张云
父子变脸减持的处罚，在同
类案件中已经属于出手较
重的处罚了。因为在重要
股东违规减持的案件中，
实行“没一罚三”处罚，
且罚没金额过亿元的案例
较为少见。对重要股东的
违规减持，在以前的查处
中，很多都是轻描淡写，
从轻发落，这也是导致重
要股东违规减持事件不断
发生的重要原因。证监会
对张恩荣、张云三父子变
脸减持的处罚，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认为是改变历史的
一次处罚。
——《证券时报》：
《山东
墨龙案给变脸减持者敲了一
记警钟》

■一家之言

据媒体报道，按照全面推开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通知，国内
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将于今年 9 月
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在已经
取消药品加成的福建、湖南、四川
等省，群众就医负担普遍减轻，但
一些地方由于改革“单兵突进”，
也出现了配套补偿举措不到位导
致公立医院“自掏腰包”填缺口、
取消药品加成导致低价药“中标
死”等现象。
药品加成曾是对公立医院的
一种补偿政策，但是在演变中以
药补医机制使公立医院偏离了公
益属性，导致药品价格虚高。可
以说，药品零加成，是解决看病贵
难题的一大法宝。既有的经验也
表明，一些省份的公立医院药品

■一语惊人

《2015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中，平均期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前
10 位期刊中，
《小学生时代》等文
摘类、少儿类期刊超过半数。青
少年成为全民阅读的中坚力量。
不过，若从“为人生奠基”的
角度来看，时下的儿童阅读仍有
几大现象值得警惕：一是功利性
阅读遮蔽了阅读之乐。儿童阅读
固然数字喜人，但这样的阅读与
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仍存在较大的
正相关性。简言之，为考试而读
的书汗牛充栋，为涵养人生而读

的书比重不足。也因此，在儿童
阅读语境里，才有家长和老师口
中的“闲书”与“正经书”之别。
二是数字化阅读放大了阅读之
弊。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
果显示，
去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
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68.2%，较
2015 年的 64.0%上升了 4.2 个百分
点。读书还是读屏，
看起来是媒介
之别，
但网络化阅读确实也加剧了
低质阅读内容泛滥现象，
阅读的碎
片化又让
“快阅读”
“浅阅读”
盛行。
成人世界如此，
儿童阅读亦然。

此外，儿童阅读、青少年阅读
基本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呈现出
相对粗放与自发的态势。书店看
畅销榜、
APP 看点击率——如此语
境之下，
阅读如何为孩子的人生奠
基？儿童需要什么样的书、以怎
样的姿态读书，逐利的市场未必
能回答好这些问题。阅读需要引
导，青少年阅读更是如此。开卷
有益。让儿童阅读成为一件纯粹
的事、一件美好的事，中华民族古
老的阅读传统，
才会如星星之火般
承续下去。
（据《光明日报》
）

“巧官”之“巧”，在于做
事“乖巧”，往往“看人下菜
碟”。对外，他们不愿担当，
遇 事 要 么“ 绕 着 走 ”，要 么
“打太极”
“ 踢 皮 球 ”，一 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
子；对内，他们则如“川剧变
脸”，尤其善于揣摩领导意
图，一切按上级脸色行事，
甚至以领导喜好为个人喜
好 ，唯 恐 在 领 导 面 前 做 错
事、
“翻了船”。总之，
“领导
面前会来事，外人面前会挡
事 ”是“ 巧 官 ”们 的 为 官 哲
学。
——《人民日报》：
《机关
里的“巧官”，得治！
》

政策加分是加在中高
考分数上的，报考所有学
校都管用，学生被高中、
大学录取后，没有展现出
这方面的特长没关系。在
加分既不能促进学生兴趣
发展，又制造不公平的背
景下，取消就变成其必然
的归属。但如果只是简单
地取消加分，而没有其他
改革措施，就可能让学生
和家长只关注中高考核心
科目的学习，而不再关注
兴趣、特长培养。取消体
育、艺术加分，不能被误
解为不再重视体育、艺术
兴趣培养，而应该通过综
合素质评价，把取消的高
中加分项目纳入综合素质
评价，促进学生兴趣发展。
——《新京报》：
《高中考
试早该取消体育艺术加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