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罗梅 校对张晓 07时评

新 华 时 评

推迟两个多月的全国两会即将召
开，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两会时间”，
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放眼神州大地，
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工厂车间机声隆
隆，田间地头耕作正忙，繁华街市升腾
起熟悉的烟火气……复工复产热潮涌
动，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把失去的时
间抢回来！

岁末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一度让正常生产生活按下“暂停
键”，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
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付出艰苦卓绝
努力和巨大牺牲，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成绩来之不易，奋斗未有穷期。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着力做好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把疫情耽误的时间
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夺
取防疫和发展双胜利，需要我们再接再
厉、顽强拼搏。

抢回失去的时间，必须增强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
官，小康社会要全面建成，“十三五”规
划实施也将完成，满打满算，2020年只
剩下不到8个月时间。各方面工作原本
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应对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
战，“难中之难”和“难上加难”相互叠
加，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容不得丝
毫懈怠。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时
间一晃就过去了，上上下下必须把工作
抓得很紧很紧。”各项任务艰巨繁重，不
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念头，唯有绷紧
弦、加把劲，争分夺秒抓落实，倒排工期
推进度，才能让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如
期落地见效。

抢回失去的时间，必须跑出改革

创新的加速度。形势越是严峻复杂，
越要向改革要动力、靠创新求突破。
面对发展中的短板和弱项，通过深化
改革破障除弊，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
快疏通堵点、补上断点，让市场活力充
分迸发；面对疫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加快创新发展步伐，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让发展新动能成长得更快更好；面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企业经
营发展的现实难题，拿出“马上就办”
的劲头，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以解决
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切实增强
各方面的发展信心。困难是创新者的
机会，时代是奋斗者的舞台。始终保
持改革勇气，增强创新锐气，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我们就一定能攻坚克
难、化危为机。

抢回失去的时间，必须焕发真抓实
干的精气神。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没有
捷径可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才是正
道。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涵养崇
尚实干的清风正气，方能心无旁骛抓落
实。按下“快进键”，决不是要单纯追求
速度。应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尊重规律
科学施策，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快
马加鞭，积极作为，又坚持求真务实，看
数量更看质量，干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硬核”业绩。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责
任敢担当，激发“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切实把
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间不负奋斗
者。特殊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是信心
加油站，更是逐梦新起点。我们期待，
通过两会进一步明方向、强信心、鼓干
劲，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向着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奋勇进发！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新华社评论员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凡事有度，
好事，也不例外。预则立，不预则废。
如果没有一定的预案缓冲，想一出是一
出，则很容易导致暂时性混乱。个人生
活如此，涉及亿万民众的公共政策，更
应如此。

最近“疯狂的头盔”，引发社会特别
关注，因为“就像几个月前的熔喷布一
样，现在头盔的价格一天一个样。”为何
头盔突然畅销？一般民众可能都是一
头雾水，甚至都不晓得这波涨价从何而
来，更别说什么“一盔一带”行动了。而
民众想详细了解“一盔一带”安全守护
行动，从一般公共媒介，也只能得到笼
统表述。

笔者查阅相关报道，大致是一个月
前，公安部要求“各地加强宣传引导，增
强佩戴安全头盔的意识”。具体施行，
是下月起，同时将加强执法管理，依法
查纠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
戴安全头盔以及汽车驾乘人员不使用
安全带行为。

正是新规，带动头盔热销。本来几
十块钱一个，随后翻着番上涨，近来更
一天一价，某款均价85元的头盔，四天
前涨到 188 元，昨儿已涨到 298 元。整

治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本是大好事。
但，好事也需要好好办。

先说安全带，此前各地出租车有个
“安全带插”，网上甚至有各种安全带插
片出售，堂而皇之存在N年，很能说明
问题。驾考第一项就是系安全带。忘
了系，直接零分。为何到日常交管执法
中，却能长期“默许”乃至纵容这种“安
全带插片”？一如“车不让人、闯灯、超
速、超载、远光”等交通乱象，都非一朝
一夕。法不责众，积重难返。

头盔问题也是一样，以前只倡议，
甚至都没真正要求。现突然严罚，自是
反响热烈。“沉疴猛药”，没错。但人性化
执法，乃至程序正义角度审视，先细则明
晰，执法有据，合理缓冲，才能安全有序。
否则，只能助推恐慌抢购。而无资质微商
乃至奸商，又是唯利是图，各种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于是出现“疯狂的头盔一夜涨
价两三倍，部分产品没有安全认证”。而
骑手们，大多也只求一盔在手，形式免罚，
却并未将安全驾驶，入脑入心。

比价格更应关注的还是质量问题，
以及执法制度性和长效性。质量过硬，
执法长效，安全常态，才是“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最终目的。

头盔质量比价格更值得关注
□李晓亮

封 面 评 论

热 点 评 论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师
范大学教授林勇认为，全面
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和职
业生涯发展产生显著负面
影响。林勇建议，夫妻合休
产假，并有计划、分步骤延
长男性休假天数。男女双
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
申请延长假期至365 天（夫
妻双方休假合计）。

“夫妻合休产假”的建
议，其实涉及了两个维度的

“责任再分配”。其一，是公
共社会与个体家庭就育儿
责任的再分配；其二，是个体
家庭内部成员尤其是夫妻之
间就育儿责任的再分配。

当然，相较于抽象的蓝
图设想，实际情况或许要复
杂得多。现实中，各省女职
工“实得产假”一般在半年
左右，而男性的护理假则大
多只有 15 天，两者相加总
数也不到200 天，这与林勇
代表所建议的“365天”相差
甚远。若大幅地增加“带薪
产假”，不可避免会给用人
单位增加经济成本。而考
虑到大量雇主是民营企业，
此事则更显棘手。要从根
本上避免私营部门为“公共
福利”买单的情况，进一步
改革和优化生育保险等配
套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给企业减负
让利，另一方面要增加“产
假”等生育福利，这势必要
面临一个艰难的平衡。须
知，“夫妻合休产假”有制度
红利，也同样有制度成本，
这两者是需要精确测算、通
盘考量的。

毋庸讳言，在产假、陪
产假分算的规则框架下，不
少男性因为“没时间没假
期”或以此为由，无法照顾
孩子、逃避照顾孩子。而若
真 能 实 现“ 夫 妻 合 休 产
假”，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夫
妻共同育儿，也将成为可
能。然而，令人存疑的是，
女性成员在家庭内部到底

“话事权”如何，男性成员关
于育儿责任的觉悟又是如
何？若无法从根本上引导
男性回归家庭义务，那么延
长的、合休的“产假”，也完
全可能仅仅划归女性一方。

重设“产假”能解决很
多问题，但也许，它无力解
决的问题更多。“夫妻合休
产假”与“夫妻共同育儿”不
是一回事，甚至也并不必然
会促进“职场男女的平权
化”。“夫妻合休产假”，作为
一种颇具启发性的选项，我
们理当充分讨论。但回应其
中关于“育儿责任分担”的
真切呼吁，更是重中之重。

“夫妻合休产假”
能否推动

育儿责任共担？
□蒋璟璟

观 点 1+1

深圳小初新生学位申
请即将开始，龙华区部分
租房家长却为一份《学区
房使用授权书》发了愁。
近日有家长反映，这一学
位申请的新要求在网上
报名前一周提出，不少房
东坐地起价，有的开口要
收 3 万“ 学 位 使 用 费 ”。
对 此 ，龙 华 区 教 育 局 回
复，已延长该授权书的提
交时间，但对房东随意叫
价的行为，不具备监管的
职能。

稀缺资源，往往都会
衍生出对应的定价和交易
机制。对于深圳等大多数
城市而言，与房屋所挂钩
的“学位”就是稀缺的，而
这在房屋租赁市场上最直
观的体现，就是所谓的“学
位使用费”。

按照当地的规则，学
区内一套住房只允许一对
夫妇的孩子申请学位。一
套住房一旦被使用，将按
照所申请学段锁定相应时
间（小学锁定6年、初中锁
定3年），该住房资料不允
许作为其他户孩子申请该
学区学校学位的申请资料
……为确保业主与承租人
了解双方的学位需求和房
屋学位使用情况，也为了
避免后续的扯皮，今年深
圳某些区要求租户提供房
东签字的《学区房使用授
权书》，这客观上给房东提
供了一个坐地起价“宰一
笔”的契机。

动辄数万的“学位使
用费”，到底该不该收？
贵不贵？之于此，各方仍
有争议。倘若按照纯属
市场思维来理解，数年仅
此 一 次 的“ 学 位 申 请 资
格”，当然是宝贵的，房东
为之定价和变现，合情合
理。然而，我们又知道，
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公共
服务，其被市场商品化扭
曲，本身又是存疑的……
事实上，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临时新增的《学区房
使用授权书》的要求，极
大地打破了市场的均衡，
使得租户一方的应变空
间、博弈能力大大弱化。
游戏规则上的失衡，造成
了阶段性的供需乱象，这
是值得反思的。

事关教育，兹事体大，
任何因为规则的变化而扰
动市场的风险，本该极力
避免才是。而在市场的逻
辑之外，以兜底性、保障性
为核心的底线思维，必须
展现更强势的存在。

向租户收取
“学位使用费”
是规则的失衡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