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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服务等级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市交通
运输委日前草拟制定了《天津市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信用积分管
理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后
车辆“顶灯”将显示巡游出租车司
机的信用等级，信用积分不合格
的司机可依法被吊销从业资格。
相关负责人表示，考核等级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档
次，对应在运营车辆智能顶灯上
的星级分别会显示为五星、三星、
一星和无星。

关于出租车“顶灯”，大家都
不陌生，常见的“顶灯”内容，大多
是出租车公司的标识，或者是一
些滚动播放的商业广告。对于乘
客来说，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星级

投射在“顶灯”上，可谓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由此也更加有利于作
出判断和选择。正因为如此，天津
市推出的这项新政尚未付诸实
施，就已经在网络上赢得了一片
喝彩。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大力整
治出租车乱象的决心值得肯定，
奖罚分明的考核制度也无可指
摘，不过，以此来划分“信用等
级”，似乎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
诚实守信是道德问题，信用等级
则是不折不扣的法律问题。划分

“信用等级”，必然涉及评估个人
征信，而采集个人征信必须由征
信机构依法进行。换句话说，哪些
行为应该纳入个人征信，哪些行
为不属于个人征信范畴，不应该
由某一职能部门说了算，而应该

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其实，天津
市的考核办法更多的体现的是评
估服务星级，既然如此，完全可以
司机的服务质量为标准，大可不
必以信用评估为依据。

那么，如果将服务星级投射
在出租车“顶灯”上呢？果真如此，

“游街示众”的羞辱意义恐将远远
大于实际意义。一个显而易见的
事实是，消费者“择优选择”的前
提是有选择空间，但出租车，尤其
是在高峰时段，并没有给消费者
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当你为
打不到车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突
然开过来一辆“一星”甚至“无星”
的出租车，你坐不坐？我想，多数
人都会选择拉开车门。毕竟，在这
个时候，“打到车”比“打到一辆什
么车”更重要。

退一步说，考核评比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一时成绩处于劣势，
并不等于永远没有扭转颓势的机
会。如果就此将司机打入“另册”，
并“昭告天下”，负面影响恐将大
于正面激励。其中道理，与禁止学
校评“差生”并无二致。对于乘客
来说，“五星”司机并不意味着绝
对放心，“无星”司机也并不意味
着“危机四伏”，关键在于，消费者
的每一次监督投诉是否都能得到
监管部门的及时响应。

涉及公共服务，司机的服务
质量完全可以作为内部考核参
考，大可不必“游街示众”。对内明
确考核标准、强化管理，对外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广泛接受监督，就
提高出租车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
平而言，这就足够了。

服务等级没必要“游街示众”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同理：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室的监管部门，从医学角度针对咨询范围和问诊方法划定明确框架，
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管处罚条例，加强行业协会的准入门槛和业内正向引导能力。与此同时，政府放开心理咨询师行业的人才评定工作，也许
会是良策。从一些心理服务行业发达的国家来看，心理咨询师的能力评定大多是行业协会或学会来执行的，行业的管理及心理从业人员的后
期成长也是协会或学会去做的，这样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结合市场需求，从业人员也能在行业组织的帮助下更快提高自己的执业能力。

@千人千面：现阶段我国有卫生部考核的心理医生和劳动部考核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大多在医院精神科工作，具有本科以上的医
学背景，还要经过数年病房工作和专业培训才能上岗。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到医院精神科就诊，怕别人说他有精神病，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去精神科并不意味着得了精神病。发现自己出现心理问题，最好先到大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就诊，由医生筛查，诊断是何种情况，在医生
的建议下再决定是进行治疗还是找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

心理咨询4年花40万，想退余款却被威胁公开隐私录音
目前市场上的心理咨询价格普遍依据心理咨询师的资质、从业经验等，实行阶梯定价，每小时从800到4000元不等。在这样的

模式下出现了一些心理咨询师恶意拖延时长、诱导过度消费的现象。上海市民许先生和王女士夫妇就陷入这样的泥潭，三四年下来
花了40万元，想退余款，却被威胁：“如果敢把这件事捅出去，就把2017年以来所有的录音全部公开。”

大河手机办事处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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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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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转让

●八吨左右新疆和田白玉(省已
检)山流水料待售13213086788

招商

●郑州某建筑公司招省内市/县
区合作伙伴.电话18039227097

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女
2019年7月12日
在郑州火车站附
近流浪约50岁有
知情者于10日内与郑州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037168953509

●寻亲公告无名女

约40岁在郑州市

布厂街附近流浪

2019年8月16日
由南关街分局送至郑州市第

八人民医院救治有知情者于

1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

联系0371-68953509

声明

●姓名：杨睿卓，性别：男，出

生日期：2015年12月1日，编

号为P411270912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公安局石研警官证(0
16096）丢失，声明作废。

●豆静品(身份证4103261983**
**7364）保险代理人执业证(
证号02000141010080120171
002653）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管城区广发乐建材商

行财务章丢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1046
00649363声明作废。

●高利利在郑州西联置业有限

公司定金收据,收据号0009104
金额: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开具日期2019年7月22日，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嵩县艳歌饰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325MA45BG0X2U声明作废。

●樊小方遗失新密市第一人民

医院住院发票，票号016784
3住院号19031928,金额7287.
95元，声明作废。

●王唤遗失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29
501201306004157,声明作废。

●王唤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教

师资格证书码201341085320
00828遗失，声明作废。

●修武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041001800104，发
票号码62314941，声明作废。

●本人：郭君勇，身份证号码：

332522198306040313，因个

人原因，丢失郑州万科城五

期3号楼2单元1002号楼的首

付款发票和贷款发票，贷款

发票号码：00369448金额：65
万元，首付款发票号码：07
910164，金额：439197元，特

此声明，由此引起的任何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本人陈再科(身份证号41078
2198206130720)与新密市大

隗镇农商支行签订信用贷款

合同遗失，担保人张希科（

身份证号4105261976072277
11），内附带有张希科的房

产证复印件一份、担保承诺

书一份、征信授权书，该合

同签订日期未填写、银行未

盖印章。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赵敏,女,身份证号41152819
900515102X,2014年毕业于信

阳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大
专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137
845201406000039,声明作废。

●编号K410685750,姓名:史婉

宁,出生日期2010年9月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洛阳准冠建筑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牛明中郑州市公安局警官证

遗失，号011263声明作废

●曹艺方(2017年11月17日出

生)编号为Q412171093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学生：潘秋梦，

就业协议书编号8349833丢
失，遗失声明作废。

●曹新喜遗失帝华宏府地下车

位协议一份，车位号：南1-
015，声明作废。

●本人李清玲因不慎遗失阳光

新苑4#906购房协议和收据

2012年7月21日0008887票
据原件，特此声明。

●吕晓燕身份证号4101261981
07186522于2019年1月遗失

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书号

452316031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荥阳市灵通中介

信息服务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遗失，税号41018319700
6180028声明作废。

●贾永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航空工程学院2019届毕业

生遗失三方就业协议，编号

8396655，特此声明。

●郑州市海睿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编码4101020
043107）及财务专用章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财富广告设计

制作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6MA40HB6J0Y)法人

章(张恩铭)遗失，声明作废。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保单遗失，

保单号0000445077,000044
5078,0000445079,0000445
080声明作废。

●袁瑞旗，男，机电工程一级建

造师资格证书，证书编号JZ03
87954，取得时间2013年4月17
日,丢失时间2016年6月声明作废
●本人周俊英，不慎遗失郑州

汇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2号
楼1单元1707的购房收据一份，

收据号0017030，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本人周俊英，不慎遗失河南

中庚实业有限公司开具2号楼

1单元2607的购房收据4份，

收据号0009061、0009062、
0005332、0005333、金额均

为35000元，现声明作废。

●郁志中0008938号契税完

税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权利人唐婉，将郑州市预购

商品房抵押登记证明丢失，

登记证明号：豫2018郑州市

0161640，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郭子玉,男,身份证(证号: 41
0204198109221018,有效期

2015.07.01-2035.07.01）、
驾驶证(证号410204198109
221018)于2019年8月25号
遗失，特此声明以上证件作

废。此声明当日起由以上证

件所引起的一切不当后果和

办理的一切事务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