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到为止
□董景娅

为整治“中国式过马路”，近日，湖北荆门
警方下了剂“猛药”：除了在其官方微信公众
平台上曝光行人闯红灯的高清照片外，还将
这些照片刊发在《荆门晚报》社会新闻版面，
并配以标题《你闯红灯的样子，真的不好看》。
荆门警方这次“放大招”，提高了法规威慑力，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教育、约束及惩戒作用。
据报道，连续几天下来，荆门市主城区主要红
绿灯路口行人闯红灯违法行为下降约 7%。

但此举是否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是否有
法律依据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操作性都有待
商榷。毕竟，提高公民交通文明意识，破解

“中国式过马路”难题是个长期的过程，持之
以恒的法治宣传、严格规范的执法力度、行之
有效的约束手段相结合才是破解之道。

带头停用塑料吸管
主动“减塑”值得点赞

11月1日起，麦当劳将在北京10家试点
餐厅使用“免吸管杯盖”，并且不再主动提供
吸管。此前，星巴克也在今年7月宣布，2020
年之前全球所有分店禁用塑料吸管，同时公
布了不用吸管的新杯盖设计。

当下，塑料污染“垃圾围城”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塑料制品难以降解，其对生态环境
的污染破坏是长期和深层次的。因此，从源
头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尽可能地减少“白色
污染”。这一次，我们要为麦当劳和星巴克点
赞，他们率先采取了减少塑料消耗的具体措
施。据称，自麦当劳2007年改用纸外卖袋以
来，仅此一项已减少使用超过 20 亿个塑料
袋。希望此次麦当劳和星巴克的举动能够唤
醒人们对“白色污染”的关注，带动更多的商
家和消费者投入到“减塑”行动中来。

破解“中国式过马路”
需多管齐下综合整治

社会杂弹

□尚迪

10 月 31 日，万圣节前夕，在山东青岛
地铁 2 号线上，两名过万圣节的年轻人打
扮怪异，一名乘地铁的中年男子看不惯，斥
责两人“人不人鬼不鬼”。视频一出，便引
起网友热议。有人认为中年男子观念落
后，也有人认为他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万圣节惊悚妆容引起争议的事件并非
第一次发生。“死亡新娘”“吸血鬼”“僵
尸”……这些吓人扮相出现在公共场合，不
仅会引起围观，还可能给人带来惊吓，甚至
引发混乱。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
生活的不断丰富，过“洋节”的人数日渐增
多，花样也不断翻新。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过“洋节”让人感到新鲜和刺激，也为一些
商家带来了商机，受到部分群体尤其是年
轻人的欢迎。但是，在过“洋节”时，我们有
必要遵守本土的法律和秩序。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扰乱公
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
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的，以及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
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的，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因此，过“洋节”时，如果想体验一些刺
激的装扮，最好选择私人场合或者专门用
于过节聚会的场所。一旦出了这些特定的
区域，就要恢复正常着装，遵守相应的行为
规范，避免惊吓他人，影响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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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

掠回周一

独具只眼
□郭跃华 公共利益面前不该有那么多秘密

“证照分离”改革背后的法治保障

法粉儿法粉儿
热热 评评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
分离”改革的通知》，要求从2018年11月10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 106 项涉企
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
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
等四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证照”是企业进入市场的两把“钥
匙”。所谓“照”，指的是工商部门颁发的营
业执照，而“证”，指的是各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原先开办一家公
司，首先要取得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证，才
能到工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

此前，管理部门普遍要求“证照齐全”，
客观上导致了“准入不准营”的问题。比如
在一些领域，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办多个证，
但某些证很难办，或者需要较长周期，导致
企业取得了营业执照，却因为没有证而不
能开业。事实证明，这些形形色色的许可
证，不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分散了政府
的监管能力。

“证照分离”改革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试
点并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破
解“准入不准营”问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前期试点基
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
改革。

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将进一步促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一步厘
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改革审批方式，精
简涉企证照，加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创新
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充分释放市场
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证照分离”改革是“先照后证”改革的
深化和完善，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外的
事项，将许可类的“证”分别采用适当管理
方式分离出来，突出照后减证，能减尽减、
能合则合，尽可能减少审批发证，有效区分

“照”“证”功能，通过分类管理，最大限度破
解“办照容易办证难”和“准入不准营”问
题。“证照分离”的实质是减少审批，对一些
许可事项、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

对于取消审批的事项，改革重点在于事
项风险源头可控、市场主体风险可担、事中
事后监管可行；对于取消审批、改为备案的
事项，改革重点在于事前备案注重当场办
结，事后备案注重规范监管；对于简化审
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改革重点在于
精准选择告知承诺使用的事项以及审批环
节；对于加强市场准入管理的事项，改革重
点在于依法创新监管举措，确保管得到位。

通过“证照分离”改革，可以进一步激
发市场主体的创业潜力，释放市场蕴藏的
活力，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
大的推动力。但是，改革的同时也给监管
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结合新的审批
改革举措，创新监管体系，以严格依法依规
管理来维护和优化市场环境。

“证照分离”改革之后，需要创新政府
事中事后监管模式，需要解决好事中事后
监督与事前审批的衔接关系，注重不同部
门之间的协调，理顺不同监管主体的责任，

最好能在同一平台上实现动态监管，提高
监管质量与效率，推动形成公平有序的市
场竞争环境。

“证照分离”改革措施的实施，既涉及
现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在执行
和适用上的调整，也涉及地方政府部门
法定职责的调整，在地方性法规、地方
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方面也有许多
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因此，做好
法治保障工作是确保“证照分离”改革
能否落到实处的重要环节。

按照“放管服”改革的法治保障工
作原则，从11月10日起，《通知》中的
有关改革措施就生效了，有关落实措
施和制度就要及时跟进，不需要等到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修改，不能把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未及时修改作
为延缓落实“证照分离”改革的借口
和挡箭牌。

如 何 创 新 对 市 场 主 体 市 场
行 为 的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目 前 看
来，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趋
势下，相对弱化的政府监管能
力 无 法 满 足 改 革 后 增 加 的 监
管需求，应该探索社会化的监
管方式，要善于运用专业化、
大数据、信息化等，在依法治
理 的 大 前 提 下 ，建 立 市 场 主
体 守 法 向 度 和 信 用 分 级 平
台 ，实 现 监 管 模 式 的 规 范
化，达到可监控、可追踪、可
问责的要求。

10月29日，有媒体报道称，2015年6月
起，71名眼病患者在江苏南通、北京两地因
注射了天津晶明公司所生产的眼用全氟丙
烷气体后，众多患者出现单眼盲或低视力
等严重不良反应。此后，这些患者陷入了
漫长的复议、诉讼程序。患者们希望通过
合法渠道，让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公布该气
体原材料供应商等相关信息，以进一步掌
握问题气体的成分，但“商业秘密”却成了
拦路虎。

这款眼用气体导致几十名患者出现严
重不良反应，已经涉及公共利益，且法院和
政府行政复议机关均认为，行业监管部门
的理由不成立，但行业监管部门仍以“商业
秘密”为借口来推脱责任。这也反映出，因
为我国还没有依法建立起“商业秘密”披露
制度，导致公共利益对“商业秘密”的限制
不足。

不久前，云南白药牙膏被专业医生发现
含有西药止血成分“氨甲环酸”，云南白药集
团被公众质疑用中药来宣传，却用西药来止

血。该集团工作人员回应称，“云南白药活
性成分”属于国家保密配方，不能对外公开
其成分。

现实中，面对公众的质疑，以“商业秘
密”或“国家秘密”为由敷衍公众的事件并
不鲜见。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一些非法
经营者在火锅底料中添加“一滴香”“辣椒
红”“嫩肉粉”等非法添加剂，危害食品安
全。早在2011年，监管部门便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自制火锅底料、自制饮料和自制调
味料的餐饮单位向监管部门备案所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名称，并在店堂醒目位置或菜
单上予以公示。但时至今日，仍有很多火
锅店经营者认为火锅底料配方属于商业秘
密而不予公示。

在环保领域，2013年年底，湖北省武汉
市通过当地媒体发布该市有史以来最大的
环保罚单——“某企业”废水超标排放被罚
121.5万元。但是，当公众希望公布“某企
业”的名字时，相关政府部门则以“国家机
密”为由拒绝公开。企业“一而再，再而三”

污染超标，污染了环境，但公众合
理的知情权诉求却得不到支持。

笔者了解到，信息公开条例实
施10多年来，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
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促
进依法行政等方面起到巨大作用。
但一些部门却乱戴“商业秘密”“国家
秘密”的帽子，逃避信息公开义务。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私权利，对
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商业秘密”
进行保护已是社会共识，但保护也应
有所限制，如果涉及公共利益，“商业秘
密”应该让路。比如，信息公开条例内
就有规定，即便是“商业秘密”，行政机关
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
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同样，“国家秘密”
往往涉及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理应严格保
守，但在涉公共利益的事件中，绝不能无
任何根据地拿“国家机密”做挡箭牌，侵犯
公众的知情权。

“定量”商品缺斤短两
监管要从源头抓起

@小笨笨很快乐：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挺窝火，
找商家理论浪费时间和精力觉得不值，不理睬又
觉得吃了哑巴亏。希望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和处罚
力度，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丽新121606：“定量”包装缺斤短两，不仅
欺骗了消费者，还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
交易权。

@喵星人大布偶：能不能把商品的外包装设
计成透明的，让消费者对商品的净含量一目了然。

@丁_洛：被欺骗的消费者不能自认倒霉，一
定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不良商家付出
应有的代价。只有消费者团结起来，才能让违法
者有所畏戒，不敢为所欲为。

@pumbar：监管部门不能等出了问题再去调
查取证，定期对市场上的“定量”包装商品进行专
项执法检查，向商家普及规范依法经营的相关法
律法规，才能从源头上遏制不法行为的发生，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荆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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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35克的化妆品实际上只有30克，这不明摆着坑人吗？”美妆“达人”佟女士近期发现新购入
的几款化妆品实际称重达不到标注重量。生活中，不少消费者在购买“定量”包装商品时，也遭遇过佟
女士这样的问题：标注300根的牙签少了几十根；声称200抽的面巾纸只有150抽……近日，有媒体发
布相关报道谴责这种缺斤短两行为，呼吁规范管理还消费者一个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过“洋节”要守“土”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