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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王优玲） 记者 17日从住房城
乡建设部获悉，2017 年，住建部
把加快公租房竣工和分配入住作为
重点，要求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年
内完成公租房新增分配200万套。

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近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公租房分配
工作纳入住房保障目标考核内容，
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
书，目前已经全部落实到各地。

在谈到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时，
陆克华说，2011 年住建部就明确

了公租房面向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
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绝
大多数地方落实得比较好，但部分
地方对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
门槛还比较高，限制条件比较多。

近年来，中央加大了资金补助
和信贷支持力度，有力推进了公租
房建设。截至 2016 年底，已有 1126
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城镇低保、
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
善，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住建部表示

2017年全国将新分配
公租房200万套

据新华社济南4月17日电（记
者王志 王阳）记者 17日从济南市
公安部门获悉，“环保部督查组执法
受阻”案发生后，济南市公安部门迅
速查处这起阻碍环保部督查组执行
职务案件，包括山东绿杰环保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在内的两名相关
涉案违法行为人已被治安拘留。

4月16日，环保部督查组在对
山东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执法检查时，遭到这家公司经理

王某某、员工于某某阻碍，并关闭
大门挂锁限制督查组人员离开。

案件发生后，济南公安部门于
16 日晚依法传唤了山东绿杰环保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薛某某和
公司经理王某某，以及员工于某
某、刘某某。公安机关按阻碍执行
职务违法行为受案调查，在查明王
某某、于某某违法事实的基础上，
依 法 决 定 对 王 某 某 治 安 拘 留 10
日，对于某某治安拘留7日。

济南严查“环保部督查组
执法受阻”案
涉事公司经理被治安拘留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中央纪委网站消息，4月17日，在中
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浙江省和
宁波市有关机关的共同努力，成功
将“百名红通人员”第 75 号李世乔
从加拿大劝返回国投案自首。这是
2015 年 4 月集中曝光的“百名红通

人员”中到案的第40名外逃人员。
李世乔，男，1942 年 6 月 28

日出生，原宁波远望技工贸公司副
总经理、宁波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
总经理，涉嫌贪污罪被立案侦查，
2009年4月外逃至加拿大，国际刑
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 A-3059/
9-2009。

“百名红通人员”
李世乔回国投案自首

新华社贵阳 4月 17日电 （记
者汪军 肖艳） 17 日上午，一辆
由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发往瓮安县
的客车在开阳县境内发生交通事
故。根据记者在事故现场了解的最
新情况，目前事故已造成 13 人死
亡、6人受伤。

据悉，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工
作全面展开，所涉运营企业负责人

已被公安部门控制。伤者正在医院
接受抢救。

17 日 8 时 30 分许，一辆开阳
县黔顺汽车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车
牌 号 为 贵 A55321 的 客 车 ， 在 途
经 S305 省 道 花 梨 镇 翁 昭 大 桥
时，从桥上翻车坠入河内。经初
步 核 实 ， 该 车 核 载 19 人 ， 实 载
19 人。

贵州发生客车坠河事故
致13人死亡6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者 何伟 姜辰蓉 靳赫

马路、小区乱停乱放，肆意
破坏的车辆堆积成山……随着数
量激增，共享单车使用、管理存
在的问题层出不穷。据悉，目前
摩拜单车已投放超过 300万辆智
能自行车，ofo单车覆盖 46座城
市。巨量的共享单车到底该怎么
管理？

近日，北京、上海、深圳、
成都等多地出台措施，升级强化
对共享单车的管理。这些措施效
果如何？“新华视点”记者进行
了调查。

划禁停区、控投放
量，多地违停管理升级

近来，多地纷纷拿出“狠
招”整顿共享单车乱象，对于乱
停乱放问题，核心管理内容主要
为划禁停区以及控制单车投放
量；对于蓄意破坏和盗窃行为，
有的地方明确依法查处。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正在加
紧制定共享单车规范发展指导意
见，涉及停放秩序规定、监管与
违规处罚、集中停放区域车位扩
容等内容。3月20日，西城区交
通委约谈共享单车企业，要求控
制在西城区的单车投放量，划定
长安街沿线等 10 条大街禁止停
放共享单车。4 月 5 日，石景山

区交通部门为共享单车投放设定上
限，突破 3 万辆必须打“申请”，
还施划 200多个共享单车推荐停车
点。

在上海，由于中心城区停放点
容量趋于饱和，交通委约谈多家共
享单车企业，要求暂停在中心城区
投放共享单车。4月11日，黄浦区
公布 33 条共享单车投、骑、停禁
限区域。若不能及时清理，则由政
府部门代为清理，费用由各单车企
业承担，每辆车20元。

据深圳市交委提供数据，截至
今年 3月，深圳已投放共享单车约
52 万辆。深圳从源头上与共享单
车企业建立数据交换，将共享单车
全部纳入重点车辆的监管平台。

此外，记者了解到，共享单车
公司也在通过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摩拜单车4月12日发布行业首个大
数据人工智能平台——“魔方”。
“‘魔方’可对共享单车全天候供
需作出精准预测，使车辆停放管理
更加精准、高效。借助‘魔方’的
图像识别技术，摩拜单车已实现对
于违停举报的网上精准识别。”摩
拜单车大数据部门首席科学家尹大
朏说。

摩拜方面介绍，公司通过用户
信用分体系和红包来激励用户规范
停放单车。所谓用户信用分体系，
就是每个用户的信用分为 100 分，
一次违停扣减 20 分，扣分低于 80
分后将按半小时 100 元收费。“但
事实上，违停者很少被处罚。如是

‘初犯’，只要承认并保证改正，我
们还会把信用分还给他们。我们主
要寄望于民众公德心和素质的提
升。”一位摩拜工作人员说。

ofo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ofo 技术手段已能够监控乱停
乱放、破坏单车行为。ofo 第二代
智能锁天王星搭载 ST 传感器，可
判断车辆状态及运行轨迹。由于

“小黄车”线下为网格化管理，每
个指定区域都会配一名运行维护人
员，负责车辆摆放等工作。

“任性”停放仍较多，
破损问题已影响公司利润

部分受访者表示，新规出台后
一些地方违停情况有所改善，但乱
象依然较多。

记者近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一地
铁口旁看到一个提示牌，上书“此
区域禁止停放任何车辆”。但是，
紧挨着提示牌就停放着多辆共享单
车。在长安街沿线等禁停区域，乱
停乱放依然时有发生。

多家共享单车公司规定，共享
单车不能进入小区。近日，记者在
北京市真武庙路二条 7 号院看到，
一位中年女性径直将 ofo 单车骑进
院子，并将车子停在楼下角落里。
记者在小区内绕行一周，每隔不远
便能见到一辆违规停放的共享单
车 ， 数 下 来 共 有 11 辆 ， 包 括 摩
拜、ofo、小蓝单车、永安行等。
一位物业管理人员说：“小区共有
居民 300多户，经常碰到有人把单
车骑进小区。”

致力于解救违停共享单车的
人，有个帅气的称号——“单车猎
人”。来自上海的“摩拜单车猎
人”倪先生表示，近期单车管理升
级后，禁限区域执法人员增加了、
处罚力度加大了，但违规骑行、乱
停乱放等现象仍大量存在，尤其是
小区违停多得很。

家住广西南宁的覃先生说：
“一些市民停放单车‘很任性’，直
接 停 在 行 车 道 、 辅 道 甚 至 盲 道
上。”南宁市青秀区城管局局长杨
昌武说，共享单车进入南宁后，曾
因违规停放被城管部门暂扣上百
辆，目前这一情况仍未改观。

尹大朏向记者透露：“目前，
单车猎人和用户上传到摩拜 APP
的违停图片，每天大约有2万张。”

此外，记者近日在北京市佟麟
阁路、复兴门外大街、北京西站等
走访发现，损坏共享单车比较常
见。有的车座被卸，有的车链被

摘，有的被割破轮胎、破坏车锁。
一位 40 多岁的摩拜运营师傅说：

“平均每天回收乱停放和损坏单车
100 多辆。”ofo 方面表示：“具体
破损数字暂不便透露，但已对公司
利润造成影响。”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因破坏共
享单车受到处罚的案件。济南男子
郭某，酒后将路边停放的 4辆摩拜
单车扔进了东泺河，被警方以“寻
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十日；成都
首例盗窃破坏共享单车案开庭审
理，吕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3
个月，处罚金1000元。

违规成本低，将开展
失信联合惩戒

业内人士认为，共享单车违
停、破坏等问题难管难治，一方面
是违规成本相对低，另一方面是政
府和企业在单车管理上尚未“拧成
一股绳”。

日前，国家发改委主持召开有
关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共享单车和
分享经济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下阶段将加强共享单车公司与“信
用中国”网站以及征信机构的信用
信息共享，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
共享单车规范发展体系，保障新型
业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共享单车其财产属性是公司财
产，但涉及公共资源和公共属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黄震说，共享单车公司与用
户有租赁合同关系，若违反租赁合
同则属于私权领域的问题，应“民
不告、官不纠”，不宜主动进行行
政处罚；损坏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等则属于公权领域的问题，应依法
履行职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
建议，将共享单车发展纳入法治
化轨道，加强用户信用评估或惩
罚体系建设，引导行业健康、规
范发展。

多地对共享单车管理升级
乱停与破坏管住了吗？

近年来，共享单车已成
为有些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然而，随着数量激增，
共享单车在使用、管理上存
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面对
巨量的共享单车，我们又该
怎么管理？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 聪

“紫菜是塑料做的”“紫菜嚼
不烂别吃了”……今年年初刷爆
朋友圈的“塑料紫菜”视频，引
发一轮“塑料紫菜”风波。从

“速成鸡”“激素鸭”到“浑身是
虫的皮皮虾”，“舌尖上的谣言”
千变万化、耸人听闻，造谣者乐
此不疲，消费者却如入迷阵。

舌尖谣言泛滥成灾，很大程
度上源于造谣传谣者利用潜在的
食品安全风险蓄意编造、偷换概
念，而消费者又缺乏科学判断。
专家指出，粉碎“舌尖上的谣
言”，需要系统治理、综合施
策，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老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诸
如 “2016 年 朋 友 圈 热 门 谣 言 ，
2017 年不要再传了”此类辟谣
文章也有较高关注度，但与此同
时，一些旧谣言改头换面后重新
传播，动辄“10 万＋”“刷爆朋
友圈”，仍然引起很多人的焦虑。

为何一些谣言“屡辟屡传”？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指出，一
方面是由于辟谣主体公信力不高、
专家声音缺失，另一方面也归因于
一些民众科学素养不高，更容易接
受负面信息。此外，一些人受利益
驱动，对造谣传谣乐此不疲，也导
致谣言“屡辟不止”。

低成本造谣、高成本辟谣，是
谣言传播的特点。专家指出，网上
谣言不过几句话、一张图、一段视
频，但一旦传播开来则呈现“病毒
式”“裂变式”趋势，一方面对行
业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也对老
百姓正常生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
响，甚至给社会带来恐慌情绪。比
如“面条洗出胶不能吃”等谣言的
传播，势必冲击面条生产企业，而

“塑料紫菜”谣言则会伤及菜农的
元气，同时给相关替代产品生产者
带来利益。

专家指出，食品安全谣言借助
新媒体平台传播快捷、广泛，造谣
者善于利用受众心理造势、借势，
导致食品谣言不断翻新。与此同
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从微信文

章到短视频，谣言传播渠道和方式
也在不断更新。

在小道消息面前，“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是不少人的心
理；一次善意的转发，往往无意间
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究其原因，
对食品信息缺乏及时的科学解释，
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为谣言的肆虐
提供了土壤。

专家呼吁公众警惕朋友圈中的
不实消息，关注权威机构的信息发
布，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清华
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指
出，公众在面对食品信息时，应多
想、多听、多看、多问，学会利用
官方公布的信息查询渠道求证，避
免为谣言所伤。

“辟谣力度越大，谣言舆论场
的净化速度就越快。加大打击谣言
的威慑力，用足够的速度和精准度
去辟谣，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
与。”食品安全博士钟凯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
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强调，食药监
总局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
言的长效机制，让政府部门、专业机

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
形成合力，“五位一体”击碎谣言，共
同织密甄别、抵制谣言的免疫网。

信息公开是遏制谣言传播的利
器。据了解，食药监总局近年来不
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增加重点信
息展示强度，强化信息查询服务功
能。食品药品安全抽检信息现已做
到“周周抽检、周周公开”。

苏婧指出，在应对谣言上，企
业作为食品谣言的直接受害者，应
积极主动开展科普，尽量将谣言传
播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还要拿起
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坚决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让造谣者付出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
治战略研究部主任李忠指出，制
造、传播谣言违法成本低、维权成
本高，导致对造谣传谣行为的处罚
力度和对谣言对象造成的损失不相
匹配。专家指出，在法律层面上，
要加大对食品谣言制造、传播者的
处罚、追责力度，对造谣情节严重
的，要坚决打击，追究其刑事责
任，起到震慑作用，使食品谣言无
处遁形。

从“速成鸡”“激素鸭”到“浑身是虫的皮皮虾”……

舌尖谣言缘何“屡辟屡传”？

4月17日，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救援。
（新华社发）

4月17日，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
箭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组合体在垂直
转运中。

当日7时30分，承载着长征七号
遥二运载火箭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组
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驶出总装测试厂
房，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计划 4 月 20 日至 24 日择机发
射。 （新华社发）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将于近日发射
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月17日航拍的发生“环保部督查组执法受阻”案的山东绿杰环保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厂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