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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罚单并不空

锐评

涛声

日前，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
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对全国百
万民警进行集中培训，备受社会关
注。其中民警“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
等规定引发热议。

让群众举起监督的镜头，让民警
“习惯在镜头下执法”，目的是规范警
察执法行为，减少误会磨擦，降低执法
阻力，进而提升执法效能。要认识到，
手持镜头的群众和面对镜头的民警，
目标是一致的。

在中国，我们常把警察叫做“公
安民警”，这个称谓在全世界独一无
二。“警”，是职业身份；“公安”，是说
警察的职责是维护公共安全；而最核
心的就是这个“民”字，它指出了中国
警察的政治属性——来自人民、为了
人民。

民警执法是行使国家赋予的打击
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说到底是
在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群众对民
警执法进行监督，也是为了帮助民警

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履职效能。因此，
监督的同时，群众也有义务配合民警
执法，“帮忙不添乱”，不干扰民警正常
执法，这样警民双方才能形成合力，有
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既然目标是一致的，那么监督的
和被监督的就都要瞄准目标，共同努
力。对于老百姓来说，监督要依法依
规，发现执法不当，可拍摄存证，向督
察机关举报，督促涉事民警和所属单
位改进；对于民警而言，更要认识到群
众“挑刺儿”不是“挑事儿”，主动接受
监督，更好、更规范地履职。

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群
众期待，又是民警的工作目标。因此，
要把“镜头下执法”视作民与警之间的
润滑剂，要认识到手持镜头的群众和
镜头下的民警，是向着共同目标努力
的统一体。而任何将之视为矛盾两端
的看法，都有悖于规范执法行为、共同
提高执法效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
初衷。 （宋晓东）

前几日，在南京工作的汪先生到
安徽桐城六尺巷参观时，私家车被贴
了一张罚单，罚单上的内容不是扣分
与罚款，而是短短这样十个字的温馨
提示：“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很
多网友为交警的“人性化执法”点赞。

出差在外，对道路情况往往较为
陌生，有时难免因为无心之失而违反
相关规定。在此情况下，经常出现的
就是冷冰冰的交警，不由分说只管撕
罚单。可六尺巷的“空白罚单”却让
人感到了融融暖意。就警示效果而
言，在如此多的网友点赞中，“空白罚

单”本身就进行了一次交通规则的宣
传。执法不是为了罚款，而是为了引
导人们更好地遵守交通规则，“不以
罚款为目的”的“空白罚单”让人肃然
起敬，与六尺巷美德相映生辉。我们
期待社会管理中能够有更多人性化
执法。这正是：

空白罚单并不空，
人性执法暖意浓；
六尺巷里有美德，
温情互动人相敬。

（图/王铎 文/张成林）

■ 张成林

这两天，途经海口彩虹天桥的市
民可能注意到，这里的人行过街通道
有所变化，变成了两条宽敞的电动车
专用道。这里就是获得第一名的海口
交通“金点子”的“点石成金”试点路
段。据悉，4月20日至5月20日，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金点子”，经过评
选，最终10个“金点子”获奖。（7月27
日《南国都市报》）

过街通道竟划成了两条电动车专

用道！这在海南还是第一次出现，然
而，效果确实不错。以往，电动车过街
往往一窝蜂见缝就钻，毫无秩序，不仅
影响通行效率，还易引发交通事故，弊
病颇多。然而，在拥有两条电动车专
用通道的过街路口，绿灯一亮，对向车
辆便分股直流，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显得秩序井然。同样的路口，同样多
的车辆，只因多划设了几条引导线，通
行效果便泾渭分明。然而，这一想法
看似简单，却并不是人人都能想到的，
倘若没有热心市民的“金点子”，这一
创意恐怕也很难付诸实施。高手在民
间！这些好想法、好创意让人不禁竖
起大拇指。

在点赞、感叹之余，这一事例也引
起我们的思考：既然交通治理可以向

市民借智、借策，那么，其他领域是否
也可以多一些问计于民？事实上，这
些接地气、有内容的“金点子”正是公
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社会
治理牵涉面广、错综复杂，既要落实
来自上级的部署要求，又要考虑到基
层实际，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繁重的
任务远非数量有限的政府工作人员
所能胜任。那怎么办？唯有发动群
众的力量。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也理
应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再则说，众
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的参与无疑可以
成为社会治理的智慧之源。基于此，
我们乐见能有更多公众参与到社会
治理中来。

然而，现实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中
见到了太多的拍脑袋决策。小到街道

树种的选择、城市盲道的铺设，大到城
市风貌的管控、扶贫开发的进行，诸多
方面有太多为人诟病的地方，之所以
如此，就在于没有充分征求民众的意
见，没有进行严谨的论证、协商。再深
一步想，为什么我们的城管执法时常
遭到民众的抵制，为什么我们的垃圾
转运站总难找到落脚之地……我们能
够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部分群众不明
事理、任性闹事吗？显然不能，原因恐
怕还在于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工作方
式过于简单、想当然，潜意识中总是习
惯性地把群众放在被管教的位置上，
而没有把群众看成是服务的对象。倘
若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多给民众一些
发言的机会，多给民众一些参与的渠
道，多了解民众的诉求，那么，城市治

理中的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诸多事例反复说明，社会治理，一

旦缺失了群众的参与，就会陷入片面
和武断，决策的部署便只能取决于少
数人的知识、阅历和兴趣，其科学性、
合理性也便大打折扣。社会治理，归
根结底，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环
境。而民众对自身的生活环境有着更
为直接、更为清晰的认识，哪里有问
题、难点在哪里、怎么来改善，群众往
往理解得更为透彻，所提出的解决方
式往往也更接地气。因此，万万不可
把社会治理仅仅当成是少数人的事
情，要想方设法拓宽渠道，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让群众真真正正地参与进
来，如此，社会治理才能事半功倍，取
得民众满意的成效。

社会治理不妨借智民间高手

镜头下执法应成习惯

日前，陕西安康汉阴汤先生通过
网上预选车牌号码的方式，选了一副
号码为“G88C88”的车牌。当他去车
管所办手续时，却被告知要收 8 万元

“靓号费”。对此，安康市车管所称，收
费标准为2005年的一份会议纪要。

拿着 10 多年前的会议纪要作为
收费依据，不知道安康市车管所是不
懂法还是不守法。依靠手中的权力，
愣是把选号系统当成了摇钱树。选到
靓号就要交靓号费，若是选到不吉利
号码，是不是倒贴精神损失费呢？没
有法律依据的收费都是乱收费，把会
议纪要当尚方宝剑根本站不住脚。

该车管所一错在不该向通过网上预
选方式选号的车主收取靓号费；二错在
不该拿着10多年前的会议纪要作为收
费标准；三错在不该等车主具体办理牌
照业务时才告知要收费。车管所的一错
再错，是行政行为的本末倒置，完全没有
把车主的合法权益放在眼里。（毛旭松）

别让靓号费成为
乱收费的幌子

自“双创”以来，海口公安交警支队推出了
“史上最严”的电动车乱象整治行动，全力持续
推进“双创”管理模式下电动车管理至今，成为
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会城市。（7月26日
《南国都市报》）

根据报道，目前海口电动车逆行、闯红灯、
走机动车道等交通乱象明显好转，车主们从对
交通法规知之甚少到如今“九不准”几乎尽人皆
知。以往，面对十字路口电动车汹涌的“滚滚洪
流”，面对大范围肆意违法行驶的“常态”，交警
部门总感觉犯难，难以治本，普通市民也觉得五
六十万辆电动车数量庞大，要管好治好确实难
度很大，前景不容乐观。然而，经过一年左右的
持续铁腕整治，“现在闯红灯的电动车虽然有，
却明显减少，因为多数电动车车主心里有了法
律这杆秤，更懂得自觉自律遵法了。”而整治能
够取得实效，有完善非机动车道保障了电动车
路权的原因，也有警察苦口婆心、耐心教育的原
因，更有对违法者实施罚款、扣车、考试学习等
处罚措施这个重要原因。由是观之，对于电动
车乱象这块硬骨头，是管还是不管，是放任自流
还是严格执法，结果自有云泥之别。

不难发现，在十字路口，汽车闯红灯的现象
罕见，其原因并不见得是汽车驾驶员的修养好，而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驾驶员忌惮于闯红灯会被拍
照罚款记分。同理，海口市交警支队从去年12月
起开展交通违法“随手拍”活动，覆盖电动车违法
行为，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已上传的有效举报达到
2.8万条。当电动车驾驶员和汽车驾驶员一样，不
但忌惮于道路摄像头，心中也有着对于法律的敬
畏之时，其行为自然会合于规制，循规蹈矩。

不仅是电动车难题，我们的城市管理矛盾纷
繁复杂，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必然有赖于法律与政
策的调节规制。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当有法不
依的现象频频出现，对于法律法规的刚性执行，对
于不法行为的处罚惩戒，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选
择。面对看似不可能的难题迎难而上，以真抓实
干破除放任自流，以刚性执法树立法律权威，城市
管理的种种困局才有望得到破解。

电动车管理
需要更多刚性
■ 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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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助力城市管理更智慧

符雪婷是京兰环卫第四中心10号
网格的环卫工人，平时负责海甸二东路
一带。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符雪婷在
进行环卫作业时，总爱掏出手机看看。

“滴……”7月26日 15时 30分，符
雪婷的手机突然响起，在打开“美兰双
创”APP后，她接收到了辖区城管队员何
勇发出的“海甸二东路邮电学校附近有
垃圾堆积”问题单件。随后，符雪婷轻点

“接单”按钮，系统便立刻弹出了到达现
场的最优路线。10分钟后，符雪婷抵达
现场，迅速将垃圾清理干净，并将处理结
果拍照上传。

“别看这么小件事，要是放在以前，没
有半个小时根本解决不了！”海甸城市执
法中队城管队员何勇告诉记者，以往在发

现此类问题时，他们需要先通知辖区环卫
队队长，再由环卫队队长通知附近的环卫
工人去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得辗转
好几个人才能处理，太耽误事了！”

如今，何勇只需打开“美兰双创”
APP拍下照片，选择问题类型、进行问题
描述，系统便会自动定位地点，并将问题
发送给辖区相关负责人。“省去中间环
节，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数据化管理双创工作精准化

手机功能的强大，让许多生活的琐
碎问题掌上就能解决。城市管理同样要
借助科技力量。时值海口双创开展一周
年之际，美兰区吹响科技推进“双创”工
作的号角，建立了“双创”第二工作圈，即
美兰区“双创”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

7月28日上午，美兰区委、区政府在
海甸街道新安社区道德讲堂，对美兰区

“双创”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进行了具体
讲解及功能演示。

“目前该平台包括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接收问题、快速处理，指挥调度、联动
自如，高效查询、科学管理四大功能。”据
海南易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照才
介绍，系统主要建设分为手机使用端和电
脑管理端2个部分，其中前三大功能由手
机端实现，第四大功能则由电脑端体现。

在该平台的统计页面上，可以清晰
地看到美兰区内各个街道和各个部门工
作人员的分布情况，全区参与“双创”工
作的人员登录情况一目了然。

同时，该平台还可以快速掌握全区
范围内问题处理的情况。“通过查看问题
类型数量的统计，我们发现创卫、创文的

问题出现最多，这也给领导和‘双创’指
挥部今后的工作重点提供了数据参考。”
林照才介绍。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统计与分
析，美兰区“双创”工作正从“经验管理”
转向“科学管理”、“精准管理”。与此同
时，该平台还实现了社区、部门、网格间
的层级联动和数据共享共用，创新了社
会治理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

“如果城管发现了保洁不到位的问
题，相关负责人便可通过该系统及时联
系到相关辖区的环卫工人，反之亦然。”
美兰区委书记龙卫东介绍，该管理与联
动工作平台打破了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

“行政孤岛”，整合所有涉及“双创”工作
的部门集中处理问题，大大提升了社会
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效率提升的直接受益者是老百姓。

平台试运行期间，截至今天发稿时止，
总共收到处理件 37 件，已经处理 25
件，正在处理12件。

互动更便捷人人参与双创管理

相比传统数字化城管需要借助“数
字城管”平台、使用数据保密的APN专
网等诸多限制，基层工作人员在使用“美
兰区‘双创’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时，需
要的仅仅是一部智能手机。

“基层工作人员只需在手机上下载
该平台，即‘美兰双创’APP，便可通过该
平台上传、处理各类城市建设问题。”据
林照才介绍，为了满足不同文化程度人
员使用和不同场合的使用，该APP还提
供了语音录入、播放、上传的功能。

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从而大大增加

了“发现问题的眼睛”。为了激励更多的
基层工作人员主动参与“双创”管理，美
兰区委、区政府还出台了相应的奖励机
制，“基层工作人员在上传照片时会耗费
一些流量，我们将会按照一定的标准给
予曝料人一些话费或流量的奖励。”

“双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
巩固成果，必须进行常态化管理。”龙卫
东强调，该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正是将

“双创”工作从整治向日常管理转型的过
程。“通过该平台，基层工作人员可以随
时随地参与城市管理，发挥主动性，共同
为城市挑刺，有效提升美兰区的城市管
理水平。”

目前，美兰区“双创”管理与联动工
作平台已在该区四镇九街和21个参与

“双创”管理的职能部门实现全面覆盖。
（文/眉眉 梁崇平 李梦瑶）

比一般定位软件更具优势的随时指挥、调度、管理和联动；

借力移动互联网

海口美兰区实现“双创”管理“大联动”
“水岸阳光A小区侯

吉便利店存在占道经营现
象，请派人过来处理。”7月
28日上午10时许，海口市
美兰区海甸二东路片区环
卫工人林青在清扫街面时
发现上述问题后，立即拿
出手机上报。10分钟后，
海甸中队城管队员王文辉
到达现场，铺面经营秩序
恢复正常。

环卫与城管，这两个
执法领域并不相同的部
门，为何能快速实现联合
执法？这一切得益于美兰
区于近期开始试运营并于
当天正式上线的“双创”管
理与联动工作平台，将“双
创”相关执法部门全部纳
入其中，实现了城市综合
管理“大联动”机制。

美兰区“双创”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系统
的创新性和优势

1

2 比打车软件更具有优势的无规则多边形搜索相关的负责
人和小区商铺网格自定义划分；

3 比一般的导航路线更具优势的人与人之间，随时变换位置
的最优路线；

4
更具快捷性和多样性，问题直接发送给负责人，不需要花费

大量人力进行二次转发，提供问题报单功能，负责人可直接拨打
电话随时指挥、调度、联动；

5 具备适合不同文化程度人员和现场复杂环境使用的语音录
入、播放、上传功能；

在办公室就可以进行网格自定义、小区和商铺打点，不必花
费大量人力物力到现场测绘、打点、上图、入库，避免了周期长、
信息修改不及时等问题。

6

制
图/

陈
海
冰借助信息化，海口美兰区让城市管理更智慧。图为环卫工在展示“美兰双创”APP的使用。 刘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