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心中的奥运会

报友说报

河南卢氏县 陈小卢绘

手机短信

广平县扶贫办

好事没办好农民反受害
手机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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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我是河北广平
县农民。

#%%'

年
()

月，广平县扶贫办为我和另一个
农户建了

*

个蔬菜大棚。由于扶贫办指定的施工队
使用劣质塑料保温膜，以致几个大棚仅用五六个月，
塑料膜就破烂不堪，造成我们种植的黄瓜受损，几乎
没有收益。我们半年的心血和二三万元的投入付诸
东流。

湖南芷江县黄甲街居委会

开个准生证明须交
#&+

元
手机号为

!"'&$,-

……的读者：我是湖南芷江
侗族自治县人，不久前我在黄甲街居委会开准生证
明时被强行索取

,&%

元，之后在计生办领证又被收
取

.*

元
/

只得到一张
,%

元的限期母子保险（曾事先
声明晚几年生育）。我和爱人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时
也被迫交了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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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企业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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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某某名牌携手国家队；

某某为北京奥运助威”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日

益临近，类似这样的企业

宣传广告语，几乎每天都

出现在我们身边。

当很多读者误以为这

些广告宣传企业是奥运赞

助商时，日前，北京奥组委

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却

显示，许多非奥运合作企

业未经权利人许可，不直

接使用奥运会的商标、名

称、标志，却采用隐蔽手

段，通过巧妙设计来暗示

与奥运会之间存在某种商

业关联，间接利用奥运会

的商业价值提升其产品或

服务知名度。

这种搭“奥运便车”

的隐性广告行为，目前在

全国各地呈高发态势。如

有的非奥运赞助企业以

奥运火炬或奥运火炬手

的形象做广告，有的未经

授权以本届奥运会参赛

运动员、教练员、官员等

作形象代言人，有的用奥

运会门票搞推销，有的甚

至直接以“迎奥运、大促

销”的名义为商业销售活

动冠名。

种种涉奥违规广告行为的出现，在于部分企

业不顾自身实际，一门心思要和奥运沾边，以求得

“奥运
0

品牌
1

销量提升”的营销效益。殊不知，隐

性广告行为严重侵犯了奥运会合作企业的特许经

营权，有悖象征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内涵，阻碍了

全社会自主创新步伐，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正

常秩序，不仅会影响和损害国家形象，而且有损于

企业自身的品牌建设。

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四条规定，

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为商

业目的（含潜在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为

此，建议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保护奥林匹克专有

权，让奥运隐性广告无处隐身。一是发挥媒体“提

神醒脑”功能，加大奥标专有权知识的宣传普及

力度，引导公民加强监督，去除一些企业企图

“傍”奥运的不法念头。二是发挥广告协会的“自

我排毒”功能，加强行业自律，采取劝诫、通报批

评和社会公开点评等方式，整治奥运隐性违规广

告。三是发挥各级工商部门“刮骨疗伤”功能，从

严从重从快查处一批典型违规广告，杀一儆百，

净化奥运广告市场。

耳闻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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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大家都知道开车打手机违章，但一些人对其危险性则不以为然。据调查，现今酒后驾驶并不是发生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第一

“杀手”，开车打手机比酒后驾驶危险性更大，小小手机暗藏大大隐患。为此，交警同志提醒广大司机———

开车打手机———危险
本报记者 邓晓霞

某房地产公司的赵先生，讲起他的
一次危险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

月份
一天下班路上，手机响起。赵先生习惯
性地放到耳边接听，对方是公司同事，
找他商量一些事情。正在凝神通话，突
然窗外响起急促的汽车鸣笛声，一辆汽
车几乎是擦身而过，原来一不留神，他
的车半边侵入右侧行车线，差一点就撞
车。赵先生吓出一身冷汗。随着手机与
汽车在现代生活中的日渐普及，在通信
和出行方面带给人们很大便利。但是，
在驾驶过程中，如果将二者结合，带来
的恐怕不是便利，而是危险。

开车打手机现象常见

'

月
.

日下午
)

时至
)

时
"+

分之
间，记者在北京市光华路与西大望路
丁字路口，看到来往的车辆中，有

).

名司机在打手机，其中不乏出租车司
机。记者调查了身边数十名司机，几乎
都有过开车打手机的经历，甚至有“高
手”还边开车边发短信。而据某网站去
年所做的调查，

$-?

的司机曾经开车打
过手机。“这种现象挺普遍的”，一名交
警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开车时主动打手机
的较少，大部分是接听来电。很多司机表
示，他们也知道开车时使用手机不好，但
有些电话不得不接。某私营企业老板小
张告诉记者，一个电话就代表一宗生意，
不接怎么行？某公司职员小曾无奈地说，
朋友电话来，别人又不知道你在开车，不
接不礼貌；家里电话来，万一有什么急
事，也得接；公司电话更不能不接，实在
不行就先接通，简单说一下，下车再打回
去。一名出租车司机说，他在路上见到打
手机的多了，自己有时也不得不接，比如
乘客不认识路，问朋友行车路线，然后让
司机接听，你说接还是不接？而某公司业
务员小刘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他
不得不在车上打无数个电话联系客户。

开车打手机危险吗？采访中，记者
发现，很多司机对此不以为然。某建筑
公司的小杨说：“不就是打个手机吗，能
出什么事，注意点就行了。”大多数人
的顾虑主要在于被警察抓到会被扣分、
罚款。“只要不被警察抓住就行，看见警
察就挂掉呗。”小杨说。

危害甚于酒后驾驶

开车打手机到底有什么危险？一名
交警告诉记者，由于大部分人直接用手
拿着手机放在耳边接听，会对驾驶造成

妨碍，单手操纵方向盘，不能很好控制
车辆的左右和前后距离，容易发生事
故。更重要的是，开车打电话时，司机一
心二用，肯定会分散注意力，一旦遇到
突发事件，往往反应不及，容易造成交
通事故。另一名交警告诉记者，追尾、剐
蹭、闯红灯，很多都是开车打手机不注
意而引起的。曾经有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撞车，车毁人亡，
交警从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发生事故
时，肇事司机正在打电话。

研究表明，现今酒后驾驶并不是
发生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第一“杀
手”，开车打手机比酒后驾驶危险性更
大。英国伯克郡交通研究所公布的测
试结果表明，开车时使用手机，大脑的
反应速度比酒后驾车时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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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
打手机发生车祸的风险比正常驾驶时
高

.

倍以上。有
'+!

的致命交通事故
是司机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而手机
又是造成注意力不集中的主要罪魁。
美国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开车打手机
导致司机注意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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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话
内容重要，司机注意力甚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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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拨打手机的用户行车速度比正
常状态慢

$?

，刹车的反应速度也要慢
)$?

，拨打手机还将导致司机驾驶过程
中的路线扭曲。

研究还发现，开车时打手机会使司

机的视野变得狭窄，降低外围视觉的感
知能力。在一项读取告示牌信息的测试
中发现，一个专心开车的驾驶员比一个
分心讲电话的驾驶员所记得的信息多
*+?

，形成“不注意视盲现象”。打手机
的司机更可能错过交通信号，经常看不
到公告栏和其他标志。宁小姐有一次去
机场接人，路上接了个电话，结果错过
了机场高速入口，只好绕了很远的路才
绕回来，耽误了很长时间。

同时，开车打手机还会引起交通
拥堵。据测试，遇到中度或高度拥堵路
况，司机通话时变道次数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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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速度也会降低，在非常拥堵路段，
打手机的司机比正常行驶要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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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在中等流量路段，打手机的司
机需要多花

,?

的时间。王小姐就不止
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的车像蜗
牛一样慢慢爬行，后面的车急得不行，
超过去之后，看到司机正专注的拿着
手机讲话。记者也多次在十字路口遇
到因打电话没注意到红绿灯转换的司
机，后面的车只好摁喇叭提醒其通行。

开车打手机将遭惩处

鉴于开车打手机对交通安全的危
害性，目前世界上已有约

*+

个国家和
地区明令禁止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打电

话。有的国家对此处罚十分严厉，如新
加坡对初犯者最高罚款为

)+++

新元，
监禁

-

个月；对再犯者最高罚款为
,+++

新元，监禁
)

年。在英国，开车打
手机者可能面临“危险驾驶”起诉，最
高可判入狱两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中规定：驾驶
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
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相关
法规还规定对此行为处以

,++

元罚
款、扣

,

分的处罚。
不少司机开车时使用蓝牙、耳机

或者车载电话接打电话，认为这样不
用手拿着手机，就不会有危险。交警解
释，虽然交通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开
车时能否使用蓝牙、耳机、车载电话，
但是严格来说，开车过程中不能以任
何方式接打电话，因为使用蓝牙、耳机
或车载电话虽然解放了双手，但没有
解放大脑，通话会分散注意力，存在安
全隐患。等红灯时，也不可以接打电
话，因为等红灯只是车辆行驶过程中
的等候，不是停车，要随时根据路况起
步、开车，车辆仍处于行驶状态。如果
遇到紧急情况确实需要打电话，交警
建议司机找一个能够停车的地点，把
车停下来再拨打电话，养成安全行车
的好习惯，确保行车安全。

交警告诉记者，由于很多司机对开
车打手机的危险性认识不够，存在侥幸
心理，开车打手机现象比较普遍，交管
部门将逐步加强这方面的法制宣传、教
育。另外对这种现象，查处存在一定困
难，一是开车打手机隐蔽性强，好多人
见到警察就把电话挂了，二是现在很多
车窗都贴膜，有的膜颜色特别深，从外
边看不见里边，导致难以查获。“更多还
是需要司机自觉遵守，这也是对自己生
命的尊重。”一名交警说。

面对问题不回避 主动化解求实效
———山东莒县“会诊工作法”化解信访难题

马池涛 马德民

“俺保证以后不再缠访
了，你们给讨回了公道，还
考虑家庭困难，给了一次性
补偿金

)

万元，将我们夫妇
纳入了低保，俺很满意
……”近日，山东省莒县东
莞镇河西村村民徐女士，对
前去看望她的县委政法委和镇党委干部说。徐女
士自

)$$&

年以来，因民事纠纷不服法院判决，多
次纠集亲属去省进京缠访闹诉。后来在县“会诊攻
坚小组”的工作下，她自愿与东莞镇党委签订了息
诉罢访协议书。这是莒县探索实施“会诊工作法”，
妥善化解涉法涉诉重信重访案件的一个缩影。

一

近年来，莒县县委、县政府针对有些信访案
件“时间跨度长、复杂程度高、处理难度大、反复
性强”的特点，不回避、不掩盖、不护短，一改过
去就法执法、就案办案、就事论事的传统做法，
探索实行了“会诊工作法”，妥善解决了信访“老

大难”问题。
会诊工作中，莒县县委、县政府从法院、

检察院、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抽调熟悉法
律、业务精通、经验丰富、善做群众工作、善于
把握上访人心理脉搏的人员，成立了全县涉
法涉诉重信重访问题会诊攻坚小组。对全县
涉法涉诉重信重访案件，会诊攻坚小组集中
时间分赴乡镇和部门逐一进行研讨，并与上
访人见面，进一步调查了解案情，掌握上访人
的诉求，帮助其分析利弊，解答他们的疑惑；
对个别心理和行为偏激的上访人，由心理矫
正专家进行耐心引导。针对案情复杂、处理难
度较大的信访案件，由会诊攻坚小组进行案
件会审和研讨，拿出具体处理意见和建议，交
有关部门逐项落实办理。

二

为确保“会诊工作法”的顺利实施，莒县强

化会诊措施，确保做到“四个到位”。一是思想
教育到位。对每一名案件当事人，都详细了解
他们的诉求，坚持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
好耐心细致的说服帮教工作，使其放弃虚无
的、实现不了的、根本无政策可落实的无理要
求。二是司法服务到位。会诊攻坚小组面对面
的接触案件当事人，做到依法处理不到位的，
执法到位；依法处理到位的，法律服务教育到
位。三是政策帮扶到位。对案件当事人确需救
助解困的，由乡镇党委政府和民政、残联等部
门联合救助帮扶。目前，对符合低保条件的

*

起
)+

名有关当事人全部纳入了低保，对
)

名
当事人纳入残联技能培训计划。四是问题解决
到位。坚持做到一案一策，因案施策，县委政法
委组织对每一起案件进行集中会诊研讨，研究
解决方案和措施，对需要听证的及时组织听
证，确保问题解决到位、依法处理到位，并组织
签订结案协议书，绝不把矛盾上交，确保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三

他们还坚持“真诚相
待”。案件承办人坚持做到
“假如我是案件当事人”的换
位思考，将电话号码公布给

当事人，加强联络沟通，主动约谈，带着诚心、热心
和感情去了解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突
出解决“情理之中，法度之外”的问题，既要司法服
务到位，又要政策帮扶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同时，
实行案件首问负责制、公开承诺制和案件责任倒
查追究警示制度，做到围绕案件找问题、围绕问题
找原因、围绕原因查责任、围绕责任抓查究，认真总
结经验教训，切实改进政法部门和政法干警的执
法工作和执法作风，提高执法水平，促进公正执法，
减少了信访案件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稳定。截至目
前，全县办理的上级交办案件息诉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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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禹州市

立体化监管铝矾土资源见成效
-

月
)+

日，读者来信版“耳闻目睹”栏
目刊登了两张反映河南禹州市非法开采铝
矾土屡禁不止的照片（小图）。目前，该非法
开采区已被整治（大图）。

禹州市采取多种措施，监管整治铝矾
土资源开采，主要做法：一是推行问责制。
将无证矿点的监管及取缔责任落实到相
关乡镇政府并列入年终责任目标考评，明

确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二是推行立体
化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监管
体系，全面落实动态巡查制度，强化事前
防范，使无证采矿活动无处藏身；三是形
成网络化管理模式。政府牵头，组织监察、
国土、公安、冶金等部门适时开展无证铝
矾土矿专项整治活动，对违法采矿行为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取缔一起，严防其死灰

复燃。
今年以来，禹州市在搞好铝矾土资源

日常监管的同时，先后出动
),++

多人次，
车辆

,"+

余台次，查处和取缔无证非法矿
点

)'"

处，平整复垦土地
)&+

多亩，基本
杜绝了滥挖乱采现象，全市矿业秩序大为
好转。

河南禹州市国土资源局

《奥运特刊》办得好
你报自

'

月
)

日隆重推出《奥运特刊》后，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每每收到，我都爱不释手。《奥运
特刊》不仅为广大读者介绍了我国申办奥运的历史，
而且记载了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

)$$+

年
'

月
"

日
对伍绍祖和张百发说的那句话：“你们办奥运会的决
心下了没有”；记载了中国人民的百年祈盼；记载了
,++)

年
'

月
)"

日，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奥委会第
)),

次全体会上传来喜讯，北京获得
,++&

年奥运会
主办权。举国欢腾，群情振奋，中华民族终于等到了
期盼已久的那一刻；记载了奥运火炬传遍祖国大江
南北；更记载了编辑记者为办好《奥运特刊》而付出
的辛勤劳动……

我是一名乡镇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机会到北京
亲眼观看奥运赛事，但我却在《奥运特刊》里将奥运
赛事尽收眼底。我将把《奥运特刊》作为珍品永久收
藏。愿《奥运特刊》办得更好。

河北唐海县 杨文海

江西进贤县钟陵乡

水泥路质量低劣损坏严重
手机号为

)"&'+-$

……的读者：江西进贤县钟
陵乡政府

,++"

年修建的水泥路现已破烂不堪，
,++-

年修建的水泥路也已全部“露骨”，原因是
公路质量低劣，属“豆腐渣”工程。修路时全乡
每个农民摊派

$+

元，希望有关部门能为农民
讨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