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14日 星期一
中国·世界

JIAOZUO DAILY
07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李 非│校对：张晓青│组版：杨保星

国内时讯

▲

国际时讯

要 闻 简 报

▲

072019年10月14日 星期一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聂 楠│校对：张晓青│组版：杨保星 新闻时评

据新华社报道，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近日批准了 《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
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
横穿道路时浏览手持电子设备或者嬉闹
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
款”。近年来，各地对于立法处罚马路

“低头族”一直多有争论，此次浙江嘉兴
能够明文出台条例，对过马路看手机的
行为最高处以50元罚款，这在全国尚属
罕见，颇具先导意义。在掌声之中，还
有部分网友质疑，立法处罚“过马路看
手机”是否小题大做？对此，你咋看？

【观点1+1】
@心雨zyh：过马路把手机看，身

处险境全不见；立法处罚很给力，保障
安全获点赞。

@益昌人：盯着手机过马路，行人
车辆全不顾；危及他人害自己，坚决处
罚别不服。

@雨中漫步3A：过马路时看手机
看似是一件小事，却潜藏着极大的安全
隐患。嘉兴市对这一交通乱象进行严厉
处罚，不仅能对“低头族”起到劝诫警
示作用，还能督促更多人文明出行，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这种做法值得在更大
范围推广。

@南宫卿宇：立法处罚“过马路看
手机”绝非小题大做，相反，此做法能
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让“低头族”兼
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寂寞人生：“低头族”过马路看
手机，害人害己危害多，交管部门早就
应该严令禁止这种行为了。对此，小额
罚款虽然只是一种处罚手段，却能让

“低头族”印象深刻，认真反思这种行为
的危害性，从而提醒自己安全出行，有
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王者微小：浙江省批准《嘉兴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彰显了“安全出行
无小事”的理念，传递了“处罚即爱

护”的精神。过马路看手机的行为既是
对交通规则的漠视，又是对其他行人的
不尊重，更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该
罚！

@工程师-作家-湖南大学讲师张闻
骥：如此处罚是温馨提醒，其目的在于
保护更多行人的生命安全免受伤害，这
是实实在在的人性化举措，向社会传递
了满满的正能量，值得其他地方借鉴与
推广！

@昆仑雪无痕：我今天看见一位姑
娘低头看着手机过马路，往来车辆无不
紧急刹车，而这位姑娘沉迷手机连头都
不抬，简直是惊险至极！类似现象很常
见，相关部门必须以立法的形式解决这
个严肃的问题！

@一更时分：“低头族”能够接受
处罚当然是好事，但对于这种行为，执
法人员取证是难点，如果无法及时掌握
证据，恐怕会有部分行人不服管教，不
接受处罚。所以，只有完善执法细节，
才能使处罚发挥更大效用！

【下期话题】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元钱”
那首《一分钱》儿歌，伴随着几代

人的成长。现在，个别儿童读物把歌曲
中的“一分钱”擅自改成了“一元钱”。
对此，有人感叹，时光飞逝，过去的

“一分钱”成了“一元钱”；也有人质
疑，这样改编经典，难道不是恶搞吗？
很多人认为，一件作品流传久了，人们
就会自然而然地维护它的完整性和原创
性，这种保护经典的意识是自发的；“捡
到一分钱”只代表一种道德符号，对此
进行现实解读意义不大。对此，你怎么
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聂 楠

【今日话题】

立法处罚“过马路看手机”
是否小题大做？

本周，减税降费推进迎来多
项政策部署。生活性服务业增值
税加计抵减力度加码、央地收入
划分改革再推进等举措，是减税
降费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优化的具
体体现，将护航万亿元规模的减
税降费落地更实、效果更佳。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实施更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空
前：1 月起新个税法实施、小微
企业迎普惠性减税，4 月起下调
增值税税率，5 月起降低社保费
率，7 月起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
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一项项
真招实招接连出台、持续发力。
数据显示，前 7 个月全国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规模已达13492亿元。

对于千千万万家企业来说，
减税降费直达市场主体，政策有
效且普惠，影响直接而深刻。减
税降费为企业前行卸了包袱，为
转型升级“加了燃料”，为研发创
新添了底气。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对 9 个 省
市、311 家企业开展的专题调
研，在减税红利中，七成以上是

用于企业研发、技改和扩大再生
产再投资，明显带动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有力增强了市场信心。事实证
明，减税降费是惠企裕民之策，
更是民心所向之政。

当前，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
形势下，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
政策的一个重手拳、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的一个关键招，利当前更
利长远。从更深层次的目标来
看，通过对企业“放水养鱼”，可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促进
经济结构优化，助力中国经济爬
坡过坎、迈向高质量发展。

纵观全球，在世界经济增速
放缓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
引擎，推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意
义重大。正如美洲税收管理组织
执行秘书长马西欧·威尔第的点
评，减税降费将为包括跨国企业
在内的所有中国境内企业减负
担、加动能、促发展，这对中国
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
作用。

“减”下万亿税费
“加”出发展动能

□申 铖

近日，《焦作晚报》报道，市民周
女士带着女儿、儿子到大沙河生态治
理项目园游玩，突然发现两个孩子没
有跟上来，当她回头寻找时，看到女
儿和儿子手里拿着地砖，在路边忙碌
着。原来，栈道与步道连接处有一排
地砖松动，不少地砖散落在路中间。
姐弟俩看到后，将散落的地砖搬回
来，然后在原来的位置上摆放整齐。
这件令人暖心的小事在微信朋友圈收
获了众人点赞。

景色越美，游客越多。随着生态
治理成果逐渐显现，大沙河沿岸的生
态公园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

“打卡地”。然而，在欣赏美景的同
时，很少人会留意栈道与步道连接处
那一排松动的地砖，即使看到，也会
本能地提醒同伙迈过去，小心跌倒，
至于弯下腰把散落的地砖摆放整齐，
更少人会如此起心动念。

对于普通人的“熟视无睹”，我们
没有谴责与批判的意思，更不会将此
上升到“道德审判”的高度进行解
读，因为大家没有做错什么。但也正
因为如此，周女士两个孩子的行为才
更值得网友点赞——姐弟俩时刻为他
人着想，具有强烈的公德意识，是高
素质的文明小市民。大多数时候，一

个人的行为习惯是本能的反映，这种
本能的形成，有先天因素，但更在于
后天的教育与培养。这正如周女士所
说，小小年纪便有如此举动，正在于
孩子父亲的言传身教、春风化雨，这
位热心肠父亲就是姐弟俩的精神导师。

孩子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的价
值取向，在他们“三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将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青少年的世界充满阳光，主流
是积极向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
受到西方不良文化的冲击，社会上存在
价值观扭曲、社会责任感淡化等现象。
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缺失，

缺乏为社会和集体作贡献的热情与精
神。姐弟俩的行为不但为狭隘的利己
主义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也为
普通人树立了一个不高不低的公德标
杆。而孩子们父母的榜样作用则是这
个公德标杆下牢固的基石。

景美人美家乡美。这件令人暖心
的小事，向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
量，定能潜移默化地引导和鼓励更多
人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

景美人美家乡美
□筠 溪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少先
队员，向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辛
勤工作的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
先队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
来，在党的领导下，少先队坚持
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
相统一，为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
传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少先队应该是
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
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
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
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
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社会要
重视少先队工作。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领导和保障，为少先队
员健康成长和少先队事业发展创
造条件。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
队职责，团结带领少先队牢记初
心使命，始终听党的话、跟党
走，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
党创立和领导，并委托共青团直
接领导的中国少年儿童群团组

织。1949年10月13日成立以来，
少先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根据少
年儿童时代特点，生动活泼地开
展实践活动，培养了一代代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全
国 6~14 周岁少先队员约有 1.3 亿
人。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强调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2 日
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日出台
禁烟新规，将不再允许人们在州
立公园和海滩吸烟，违者可能面
临25美元罚款。

美国《萨克拉门托蜜蜂报》
12 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加文·纽瑟姆已于 11 日签署相
关法案，该州所有州立公园和海
滩都将成为无烟区，除传统香烟
外，电子烟同样被禁止使用。

法案还要求政府有关管理部
门张贴大约 5600 张告示，提醒
游客不要在无烟区吸烟，违者将
面临最高25美元的罚款。

支持该禁烟法案的州议员史
蒂夫·格拉泽说，禁烟新规的出
台为人类和动物创造了一个更清
洁、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因
为香烟不仅给海滩和海洋带来污
染，还会引发森林火灾。

美国加州颁布禁烟令
海滩和公园将成无烟区

新华社柏林 10 月 12 日电
（记者田颖）德国疾病防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日前发布的
调查报告显示，德国 11 岁至 17
岁青少年Ι型糖尿病患病率有所
上升。

这份报告是根据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开展的问卷调查、访
问和体检得出的结果，超过 1.5
万名德国青少年及其家长参与了
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Ι型糖尿病
在11岁至13岁和14岁至17岁这
两个年龄段的人群中患病率分别

为 0.7%和 0.8%，而罗伯特·科
赫研究所于 2003 年至 2006 年间
作的调查显示，11 岁至 13 岁人
群Ι型糖尿病患病率为 0.1%，
14 岁至 17 岁人群Ι型糖尿病患
病率为 0.2%。但这份调查报告
没有对患病率上升作出解释。

Ι型糖尿病是一种自体免疫
性疾病，患者自身免疫系统会错
误地攻击胰腺中的贝塔细胞，导
致后者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来
维持最佳血糖水平。目前，Ι型
糖尿病尚无治愈方法，患者须终
身依赖胰岛素治疗。

德国青少年Ι型糖尿病患病率上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
电（记者张汨汨、李龑）“在新
时代练兵备战中，歼-20 战机
列阵人民空军‘王牌部队’。”
在13日举行的庆祝人民空军成
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新闻发
布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大校介绍了中国自主研制的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的最
新情况。

据申进科介绍，列阵歼-
20 战机的这支空军“王牌部
队”，曾经击落击伤敌机 59
架，涌现出王海、孙生禄两位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在空军实
战化训练比武中，他们有 10
人次夺得空军“金头盔”、6人
次夺得空军“金飞镖”。人民

空军“王牌部队”有了歼-20
战机，将会更好地担负起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
神圣使命。

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歼-20自2011年首飞后即牵引
着公众的视线。近年来，歼-
20从研发、试训到列装作战部
队形成战斗力，再到实战实
训、展翅海空，见证了中国航
空工业和空军战斗力的飞速发
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
中，歼-20 五机编队飞越天安
门。在17日即将举行的航空开
放活动上，歼-20 还将首次在
长春机场向公众作双机飞行展
示，宣示其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能力的不断提升。

歼-20战机列阵人民空军“王牌部队”

据新华社长沙10月 13日
电（记者席敏、张玉洁）青山
披黛，绿水静淌，在一片低沉
的鼓乐声中，来自海峡两岸各
界上千名人士 13 日共聚湖南
省炎陵县，参加炎帝陵祭祀大
典。

祭祀大典上，击鼓九通，
鸣金九响，上百名青年男女集
体颂唱《祭炎帝》，海峡两岸各
界代表向炎帝敬献花篮，千余
名人士向炎帝神农氏鞠躬……
祭祀过程庄严肃穆，人们纷纷
向炎帝表达敬意。

神农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
祖先之一，受到两岸同胞共同
推崇和敬仰，在台湾信众众
多，神农文化和炎帝信俗已成
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
带。300 多家大小神农宫庙遍
布岛内，300 多万台湾民众信
奉神农炎帝。

炎陵县是中华民族始祖炎
帝神农氏的安寝地。2011年以
来，株洲连续举办九届“海峡
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活动，
每年邀请岛内50家左右的神农
宫庙代表参加。

上千名两岸同胞共聚湖南炎陵同祭炎帝

●14日15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将
于10月17日至21日在吉林长春举行

●“与世界对话：莫斯科中国论坛”12日在莫
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开幕，来自中俄两国的专家、学
者、企业家及媒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参加

●沙特阿拉伯12日宣布接受更多美军进驻沙
特 （据新华社）

“我的钱还能要回来吗？”这是绝大多数手持预付卡的消费者在遇到老板
“跑路”时的第一反应。

预付消费，这个商业模式因为“跑路”乱象备受质疑。维权成本高、监管
存盲区、“跑路”处罚轻……预付消费如何实现健康发展？

王 鹏 作 （新华社发）

⬆10月13日，游客在江西省南昌市湾里
区罗亭镇“先锋小镇”花海观赏游玩。秋日时
节，位于南昌市湾里区罗亭镇的“先锋小镇”
200余亩花海色彩缤纷，成为游客和市民秋游
赏花的好去处。 彭昭之 摄（新华社发）

⬅10 月 12 日，黎巴嫩男子维萨姆·阿
里·优素福在位于黎巴嫩南部舍格拉地区的家
中展示其收藏的人民币。近日，黎巴嫩男子维
萨姆·阿里·优素福因收藏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纸币数量达12282张，创下新的吉尼斯世
界纪录。 （新华社发）

金秋游花海金秋游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