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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随思录

如此宣传要不得

来论

11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正式宣布推出“龙支

付”，这是建设银行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金融生态系统、

围绕客户体验推出的统一支付品牌，也是同业首个融合

NFC、二维码、人脸识别各种技术，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的

全新支付产品组合，受到业内外的高度关注。

建行龙支付在整合现有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移动支

付等全系列产品功能的基础上，新推出了“建行钱包”和

“二维码支付”两个全新产品，是人民银行《条码支付业务

规范》正式发布后业内首款开通二维码支付功能的革新产

品，具备了建行钱包、全卡付、建行二维码、龙卡云闪付、随

心取、好友付款、AA收款、龙商户等八大功能，并拥有四大

优势：

第一，更开放的用户体验。龙支付面向所有社会大

众，无论是否建行客户，只需下载建行手机行APP均可申

请注册成为龙支付客户。钱包一户连多卡，客户既可以绑

建行卡，也可以关联非建行卡；立足小额支付场景需求，帮

助客户区分主辅账户应用、有效隔离风险。

第二，更多样的支付方式。龙支付在建行已有IC卡

闪付、龙卡云闪付、声纹支付的基础上，增加了二维码收付

款，支持客户持手机主扫、被扫等多种场景支付。既可用

于个人客户之间的相互转账付款，也可以用于小商铺、小

摊贩生成二维码收款，还支持大中型商户、餐饮企业等用

扫码枪扫龙支付收款。同时龙支付手机客户端丰富了

ATM刷脸取款和声纹取款功能，一举囊括了当前各大主流

新型支付技术。

第三，更丰富的支付场景。建行在龙支付的场景打造

上致力于全方位贴近客户生活，紧密契合社交生活、公共

交通、网络购物等日常支付场景，联合合作方提供行业应

用解决方案，通过全面支持线上线下交易、支持APP插件

支付等功能，将龙支付广泛应用于地铁、停车、菜市场等客

户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第四，更安全的支付环境。龙支付的风控搭建致力于

安全与效率的统一，多管齐下为客户提供安全又便捷的支

付环境，功能上既支持零钱包小额支付，线上、线下免密免

签，也支持绑定卡后的大额支付，基于Token设计的移动

支付更加安全，大数据反欺诈帮助客户控制交易风险，更

全面保护客户个人隐私和资金安全。

建行龙支付既是继承者、更是开拓者。龙支付品牌的

发布推出，是对过去传统支付结算和收单业务的重大革

新，更是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转型发展重大突破。

龙支付一方面契合了手机移动支付的市场趋势和时尚潮

流，同时为中小商户提供了快捷的支付通道，为今后广泛

拓展和深度挖掘中小商户的全方位金融需求提供扎实基

础，对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龙支付也是

建行战略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与落脚点。在银行业传统发

展模式面临空前挑战的时期，建行大胆走出了中国银行业

的“先手棋”，率先谋划整体转型，着力打造个人金融生态

系统。而龙支付正是连接客户和场景的核心纽带，为打造

个人金融生态系统迈出了关键一步。

建设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龙支付上市后对个人客户之

间的资金划转、转账、提现将全部免费，并将对商户实行最

优惠的收单服务，这是对广大个人客户和商户的重大福利

和郑重承诺！表明建行作为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在传统业

务领域敢于突破，求新求变；在新兴技术浪潮面前不惧挑

战，沉着应对；在服务民生大众方面勇于担当，追求卓越。

发布会上，建行宣布北京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Costa咖啡、京东集团、北京新燕莎、通联支付、携程、北京

微影时代（格瓦拉）、统一超商（7-11便利）、南方航空、唯

品会、广东长隆集团、同程旅游、美团点评、欧亚集团、步

步高商业、苏宁易购、途牛旅游、海南航空、武夷山旅游、

大龙网等二十家商户成为首批龙支付战略商户。同时

建行也向更多的商户和合作伙伴发出要约，支付市场的

发展和完善需要多方合力，龙支付是一个认同和基于

“四方支付模式”的开放平台，建行借这个机会，邀请更

多的客户、商户、支付机构、银行卡组织等产业各方关

注，并积极参与到龙支付产品体系的建设与合作中来，

共同助力中国支付市场的发展繁荣，共同分享中国经济

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荣光！

建行龙支付正式发布
再掀潮流支付新风尚

15日下午，江苏“盐城交警”发
出两张海报，提醒人们遵守交通规
则。一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骑电
动车一定要记住戴安全头盔，否则会
被开奔驰宝马的同学认出来”，另一
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骑电动车一
定要记住停车不越线，否则在路口会
被开保时捷路虎的同学认出来”。

乍一看，这两则海报真是别具
新意，甚至被有些网友调侃为“非常
接地气儿”“说到心尖了”，可细细琢
磨，总感觉不是滋味。无论是电动
车还是宝马车，都是交通工具，哪来
的“尊卑贵贱”？戴头盔是为了确保

安全，何来的“遮羞挡丑”？倘若按
此逻辑，开保时捷的同学是否就该
把头伸向窗外，招摇一番？守规则，
竟然被说成是“为面子”，这一“抖机
灵”的海报文案，看似颇具新意，传
递出的却是低俗媚俗的价值观。如
此宣传非但不能起到预定效果，极
有可能引起人们反感。这正是：

交警宣传抖机灵，
另类海报来提醒；
安全骑车为面子，
满城皆是唏嘘声。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 赵优

自11月初，万宁启动万城城区客
运三轮摩托车退市整治以来，仅仅一个
月，万城登记在册的1690辆风采车便全
部实现平稳退市。极为棘手的治理难
题，何以能够得到快速、妥善解决？笔
者以为，这主要得益于城市管理中的换
位思考和柔性关怀。

曾经，风采车，一度成为万城的重
要交通工具，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便
利。但随着城市的发展，风采车日渐
呈现出“弊大于利”的一面，例如，风采
车车辆结构简单，制动性能差，容易引
发安全事故；大量风采车的存在，加剧
了交通拥堵；此外，风采车的乱停乱放
乱闯，损害了市容市貌，加大了城市管
理的难度……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
风采车近年来饱受诟病。再加上，早
在 2015 年，营运载客的风采车，已经
到了报废期限，不允许继续上路。依
法依规，风采车退市势在必行。

然而，1600多辆风采车退市的背
后，却是1000多户家庭的生计问题。这
些风采车车主家庭大多并不富裕，营运

车辆一旦退市，其未来的生计如何保障
便成了难题。基于此，如果不由分说，
对风采车“一刀切”强行退市，虽然合规
合法，但势必造成反弹，引发群众怨言，
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酿成不良影
响。因此，风采车退市，看似一件小事，
但牵涉的问题却实在不少，能否顺利退
市考验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智慧。

在看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立
冲突中，万宁却通过换位思考、柔性关
怀，找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契合
点。在风采车退市过程中，政府工作人
员深入基层，大力宣讲风采车退市的初
衷，主动了解群众的意愿，积极寻求平稳
退市的良方。一方面，万宁对风采车给
以补助和奖励；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车主
未来生计，万宁还对风采车主进行就业
扶持引导，为其提供政策咨询、求职登记
和职业介绍等一站式服务等等。一系列
柔性关怀，最终换来了风采车的平稳退
市，实现了社会利益的多方共赢。

万宁市风采车退市的成功做法，
再次启示我们，当前，城市管理不仅要
合法合规，更要有放下身段的倾听和
扑下身子的落实。只有多一些换位思
考，多一些民生关怀，才能把工作做到
群众的心坎里，如此一来，再棘手的难
题也可迎刃而解。

风采车平稳退市的管理智慧

别让“营养餐”
变成“闹心餐”
■ 许会姣

中国教育报记者在黑龙江甘南县暗访营养
餐被派出所殴打事件发酵后，记者又曝出学校
食堂存在的诸多疑点问题，比如学校食堂饭菜
价格偏高，违规外包，食堂管理混乱，存在严重的
食品安全隐患等等。（12月18日《中国教育报》）

由于调查学生营养餐问题，两位记者被打
伤，学生营养餐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再次引起人
们关注。此前，有关学生营养餐乱象的新闻也
多有发生。例如，2012年4月，云南省镇雄县塘
房镇顶拉小学有337名学生因食用问题营养餐
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再如，东部地区一
些乡村学校为了省事，曾将营养餐直接变现为
营养费，发给家长。学生营养餐，顾名思义，是学
校为保证学生营养均衡而提供的健康餐，可诸
多乱象的存在使得营养餐变成了“闹心餐”。

自2011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启动以来，营养餐走进乡村学校，对于改善学生体
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一些地方、一些学校为了
私利却想方设法从营养餐上“揩油”，使得营养餐

“营养”流失，成了“闹心餐”。这些“营养餐”的“变
质走味”影响极为恶劣，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无论
是对其生长发育，还是对其日常学习，都将产生不
良影响。就学校而言，这一做法无异于自毁形象，
如此急功近利又如何肩负起以德育人的重任？此
外，专项资金本该专款专用，一旦被任意抽取、稀
释，无疑使这一利国利民的营养餐计划大打折扣。

营养餐乱象为何不断发生呢？《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第十一条中明
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督促供餐单位和个人
定期公布配餐食谱、数量和价格，严禁克扣和浪
费。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对营养餐的管理
却是另一番景象。学校对营养餐管理的混乱、
监管部门监管的缺失、地方政府的不重视……
诸多现象多有存在，直接导致了营养餐供给的
不明不白、乱象丛生。更为严重的是，个别部门
为了阻止调查，竟然殴打记者，更让人质疑营养
餐里的猫腻。

目前，随着这一事件的发酵，学生营养餐问
题得到了各方关注。希望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
能认真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本着对学生负责、对
社会负责的原则，真正把营养餐搭配成营养均衡、
质优味美的健康餐、“透明餐”。

@人民日报：炒房客，走好不
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回归常识，也敲响警钟：是该依法
规束疯狂的炒房客了。扰乱市场，吹
大泡沫，推动资本脱实向虚，甚至绑架
中国经济，炒房客的身影无不闪现。
炒房客的狂欢，绝非中国经济之幸。
有健康的房市，才有健康的中国经济。

@法制网：拒绝“囧途”还要升级
治理优化服务。不可否认，为缓解春
运压力，铁路部门也是“蛮拼”的，但同
时倒票行为也在“升级”。从供需角度
看，集中在年末两三天回家是大多数
人的选择，每年都如是。换句话说，买
票难年年都如此，能否进一步提升运
力、优化服务、加强治理才是关键。

@人民日报：愿每本书都被温柔
以待。四川巴中69岁陈光伟，36年靠
拾荒一本一本积攒起一座自办图书
馆。16日，他把1166册线装书无偿捐
给四川省图书馆。虽无满腹经纶，却
拾荒购书，赋古老典籍以生命，精神何
其高贵；拒绝诱惑，无偿捐赠，为书籍
找到最好归属，精神何其高亮。“书本
的最大价值，就是能被需要的人阅
读”，愿陈光伟老人收藏的每本书都被
温柔以待，因为书中横卧着一颗高尚
而纯粹的灵魂。 （张 辑）

■ 袁锋

据南海网报道，近日海南省政府
办公厅开展了 2016 年第三次政府网
站普查。全省正在运行的203个政府
网站中共抽查 112 个网站，发现存在
突出问题的网站13个，抽查合格率为
88.4%，较第二次政府网站普查提高了
5 个百分点，但基层政府网站仍存在
严重问题。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公
共信息服务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职

责，在信息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公众对
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需求日渐凸显。
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力与服务效率对
公众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并在诸多
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信
息时代，政府网站不是面子工程，不是
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政府部门的“网
上办公区”，甚至是比实体办公室还要
面对更多群众的“办事大厅”。只有将
政府信息化提高到与政府实体同等重
要的地位来认识，才能避免僵尸网站、
无人应答等尴尬现象一再上演。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政府信息
化和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建设，使政府
公共信息服务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省政府门户网站连续多年在省级政府
网站绩效评估中位居全国前十名，就
是对此的良好注脚。群众需要的，并
不是省政府门户网的一枝独秀，而是
全省各级政府以及部门网站的百花齐
放。新一轮互联网技术大潮，使得政
府信息公开和行政审批、民生服务等
信息化服务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海
南别无选择，只能乘势而上，抢占先
机，构建政府信息服务升级版。

要升级政府网上服务，及时更新
内容只是一个方面，增设网站手机版、
微信微博公众号，进一步增强网上办
事功能，都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打
开手机，很多导航软件都可以提供丰

富的路线、路况，甚至公交、购票信
息。而政府信息服务更应扬自己所
长，发挥政府信息权威、准确、全面等
优势，进一步转型升级。归根结底，政
府信息服务的核心在于信息公开、数
据开放。在信息公开方面，要完成“从
政府视角到百姓视角”的转换，通过新
一代信息化手段实施政府信息公开，
海南在这一领域还有巨大的潜力可
挖。在数据开放方面，这是公共信息
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已有北
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旅游、
交通、医疗、城管等数据开放工作。海
南也需要迎头赶上，让政府数据“走出
深闺”，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在另一方面，建设基于新媒体的
政务信息发布与公众互动交流新渠
道，已成为提升网络执政能力的重要
途径。受到公众欢迎的政务新媒体，
除了通过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迈出干群
互动的“最初一公里”外，还需要帮助
百姓答疑解难，打通网络问政的“最后
一公里”。我省网络政务不仅要上情
下达，还需下情上达，收集民意、改善
工作，真正履行“问政于民、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的职能。只有具备了这样
的认识，我省各级部门才有望从数量
与质量上改进网络政务，从而加强政
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
公信力。

加快构建政府信息服务“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