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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名为 《爸默妈泪，幼儿园里的歧视链
与名利场》 的文章传遍朋友圈。孩子过生日，告诉妈
妈，如果不邀请同学来做客，就会被嘲笑过不起生
日。生日会上，孩子的朋友带来了价值几千元的礼
物，而自家只准备了蛋糕和便宜的米奇笔。

@可乐：幼儿园的攀比之风是成年人世界的缩影，

要从我们自身做起，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

@王宗征：幼儿园不是名利场，家长给孩子过生

日要有度。

@落英缤纷：家长应该教育孩子去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对社会对人生有益的事情，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

近日江西省出台《江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指出女职工产假期可以请假至婴儿满 1周岁。

@Eowyn：如果产假期间国家能够在女职工的薪

酬待遇方面有更多支持，用人单位就可以缓解用人荒

和人工成本的双重压力。

@肖子杏：政策的人性化，是社会发展进步与文

明的标志。 （渠丽华整理）

目前，“光盘行动”在一些地方蔚然成风。不少餐
饮店想了各种方法，有的店向“光盘”顾客赠送小礼
物；还有的店将饮料杯换小杯、倡导少量多次。

@随便：这些餐馆的做法值得肯定，可以在点菜时

就根据人数给予提醒，节约用餐。

@肖子杏：关键是要改变思想，吃多少点多少，丢

掉“打包没面子”的虚荣心，反对铺张浪费。

@江苏沭阳赵登亚：不管节日还是平时，大家都应

该注意节约，用餐者应该自觉。

幼 儿 园 里 的幼 儿 园 里 的““ 歧 视 链歧 视 链 ””

各 地各 地““ 光 盘 行 动光 盘 行 动 ””有 新 意有 新 意

女 职 工 产 假 引 热 议女 职 工 产 假 引 热 议

谨防地方换届带来的投资冲动
林火灿

有些新上任官员为了在短时间内打开工作局面，往往会选择在经济增速上做文章，而投资又是

拉动GDP增长的最立竿见影又相对简单便捷的方式。因此，必须谨防地方换届带来的投资冲动。给此

类冲动降温，关键要调整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使其不把发展

眼光局限在GDP上

辩证看房产升值带来财富增长
舒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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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些“没有爸妈的儿童节”
郭元鹏

推进宽维度高水平的中德合作
徐惠喜

今 年 是 中 德 建 交 45 周

年。建交 45 年来，尤其是

2014 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

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关系取

得长足进展，双方高层交往

频密，在经贸、投资、科

技、创新、人文等广泛领域

的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在经贸方面，中德贸易总额

超过中国和英国、法国、意

大利三国贸易的总和，占到

中欧贸易的 30%以上，而德

国对华出口相当于其对韩

国、日本、印度出口之和的

1.6倍

5月31日是第30个世界无烟日。截至目前，我国已有近20个城市制定了公共

场所无烟的法律法规，全社会控烟已成共识。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民众对烟草的危

害认识不到位。做好控烟工作，需要从立法和执法层面上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增

强可操作性。在供给控制方面，应采取严格措施，对烟草产业的规模、投资、产量

指标等进行严格限制。同时，从各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措施。 （时 锋）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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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有市民反映，日前他驾车

时，从另一辆车的驾驶室车窗中看到一

位已故男明星，被吓了一跳。原来，这是

近来热卖的真人车贴，此类产品中还不

乏一些恐怖车贴。这一情况引发不少车

主吐槽“太危险”“吃不消”。

所谓“真人车贴”，就是以公众所熟

悉的名人明星、公众人物的照片制作成

车贴，贴在汽车玻璃上。因为是用真人

照片制作而成，真人车贴的效果逼真，如

果不细看，猛然之间还真的以为是当事

人自己坐在车里面，而这恰恰就是那些

张贴真人车贴者要追求的效果。

真人车贴看上去好玩，但背后却

隐藏着危险，这是因为在车辆运行过

程中，驾驶人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而真人车贴的出现，恰恰会分散驾驶

人的注意力，甚至导致驾驶人因为好

奇、紧张等造成操作失误，进而酿成

交通事故。

截至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

突破 3 亿辆。汽车社会的来临，并不必

然伴随着“汽车文明”的来临。不管是酒

后驾车、交通违法，还是各种不文明驾驶

行为，都让人头疼不已。而“汽车文明”

的养成，除了需要法律的规范、道德的引

导之外，同样离不开公众文明意识的提

高。所以说，在自己的汽车上张贴真人

车贴、恐怖车贴等行为，对自己没有太大

好处，对别人也只有坏处。如果真的因

此造成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很可能

会害人害己。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一些地

方将关爱留守儿童放在了重要位置。比

如，举办为留守儿童当一天妈妈、留守

儿童快乐大本营、和留守儿童一起吃顿

饭活动等。这些活动体现出政府的关

爱、社会的关心和志愿者的真情。

但是，来自政府、来自社会的关爱再

多，也不能取代父母在孩子心中的位

置。去年儿童节时，江苏徐州公益部门

组织开展了“给留守儿童做爸妈”活动。

大多数留守儿童跟着“临时父母”回家过

儿童节了，可是有一个孩子却哭着怎么

也不愿意前往。孩子的哭诉表明，“没有

爸妈的儿童节”是节日的缺憾。

孩子固然喜欢游戏，喜欢节日礼

物，但最不能缺少的还是父母的陪伴。

我们关注“留守儿童的儿童节”，更需

要思考的是：能不能减少“没有爸妈的

儿童节”？也就是说，能不能尽量满足

孩子的诉求，让父母陪着孩子过一个快

乐的儿童节。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最好

的礼物是爸妈能够回来。

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关方面鼓励和

引导用工单位进行人性化的假日制度管

理，推广“陪伴假”“父母儿童节假”等，让

有条件的用工企业专门为家里有留守儿

童的员工放 1 到 3 天假期，让他们从外地

返回家乡，陪孩子过一个儿童节。

前段时间，湖南一家企业出台规定，

有 12 岁以下孩子的员工，都能在每年的

5 月 20 日享受一次“陪孩子假”。这样的

柔情休假值得推广。当然，在外打工的

父母们，还可以利用带薪年假、探亲假

等，去陪着孩子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 《中国家庭

财富调查报告 （2017）》 日前发布。报告分析认为，我国

家庭人均财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收入的累积作用，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财产的市场价值有所提高。比如，2016 年，

房价继续走高推动了房产净值增长。相比 2015 年，2016

年全国居民房产净值增长幅度达 17.95%，城镇居民更多

地从房产价格上升中获益。

在房价上涨的情况下，表面上看，居民家庭财富水涨

船高，一些大城市中心区的家庭，几乎每家的房产都在

500 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千万元以上。但是，房产大

幅增值，是否就意味着家庭财富也实打实地增长呢？这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那些靠炒房、拆迁甚至贪腐弄到多套房产的家庭来

说，房价上涨确实带来了财富增长。但对于大多数以房子

来自住的家庭来说，没有感到什么变化，充其量就是“纸

上富贵”，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甚至不少家庭还为

此忧心忡忡，因为随着子女的长大，将面临买不起婚房的

尴尬。

衡量家庭财富状况，不仅在于房产增值多少，更在于

居民的金融资产增值多少。毕竟作为不动产的房子再怎么

增值，大多数人家是不能去变现的。或许，有人说，可以

把城区价格高的房子卖了，到郊区或者外地去买房，手里

还能留下一些闲钱。问题在于，有多少家庭愿意去充当这

样的“聪明人”？报告中有一组数据指出，2016 年家庭新

增投资几乎都在储蓄上，其他资产投资非常少。这说明，

当前我国居民投资渠道还比较狭窄，即便在一些领域有一

些投资，相关收益也不怎么大，很多家庭便选择了银行定

期存款的方式。随着房价的上涨，房产越来越成为家庭财

富的最主要部分。

不过，家庭财富增长，需要见到真金白银，需要更多

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支撑。拿房产增值说事，可能会造

成一种误导，加剧人们买房保值的心理。“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原则和

方向。笔者认为，评估中国家庭财富的增长，最好能够刨

去那些自住的且只有一套房的房产增值，这样的调查数据

才能更准确反映中国家庭财富的增长状况。因为，很多家

庭的房产是“不可动的”，即使增值也是“虚”的。

最近，全国 31 个省区市公布了今年

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

度，有 22 个省区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快于全国 GDP6.9%的增速，连续多个季

度排名垫底的辽宁省也实现了增速由负

转正。

多个省区市的经济发展开局平稳，

表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为完成全年发

展预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仍然是拉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前 4 个月，全国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不 含 农 户） 同 比 增 长

8.9%。从经季节调整后的环比速度看，

4 月份比 3 月份增长 0.71%。许多省份的

投资增速在 10%以上，个别省份的投资

增速超过了 20%。

各地投资增速回升，与我国加大在

补短板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密切相关。

不过，去年以来各地领导班子相继进行

换届调整，而以往的经验表明，新官上

任之初，当地一般都会出现投资热情

高、投资增长快的现象。因此，不少人

担心，今年以来投资的回升，与地方领

导换届周期诱发的投资冲动有关。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国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当前经济运行仍

面临着不小的下行压力，各级官员需要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但是，无论是

体制机制的改革，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和

发展动能转换，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面临的长期任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就见到成效。因此，有些新上任官员为

了在短时间内打开工作局面，往往会选

择在经济增速上做文章，而投资又往往

是拉动 GDP 增长的最立竿见影又相对

简单便捷的方式。

地方经济要发展，自然离不开发

挥好投资的关键性作用。许多地方也

确实存在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亟待提

升。而且，“新官”上任后，并非所有

投资都是无效的。但是，如果上任的

新官急功近利，很可能会在选择投资

项目时贪大求多、仓促上马。这在短

期内或许可以带动经济增速回升，但

无法真正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会

加剧地方债务风险；容易掩盖经济发

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既不

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不利

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和打造；容易造

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一些严重制

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领域缺

乏有效投资。

因此，必须谨防地方换届带来的

投资冲动。要给此类冲动降温，关键

要调整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引导

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使其不

把发展眼光局限在 GDP 上。要提升领

导干部治理经济能力，使更多领导干

部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不走依

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把更

多精力放在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打造

新兴动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和改善

民生等领域，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

长。要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对领

导干部在治理经济方面乱作为，或放

任违法违规项目开工上马的现象要严

肃问责、严厉追究，对搞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更

要依纪依法切实处理。

“真人车贴”潜藏安全隐患
苑广阔

中国和德国分别是亚洲和欧洲最大

的经济体，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

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建交 45 年来，

尤其是 2014 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

关系后，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双方高

层交往频密，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人

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德国的访问，将

进一步推进中德宽维度高水平的合作。

在经贸方面，中德互为重要贸易伙

伴，经贸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

德贸易总额超过中国和英国、法国、意大

利三国贸易的总和，占到中欧贸易的 30%

以上，而德国对华出口相当于其对韩国、

日本、印度出口之和的 1.6 倍。中方统计

显示，去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 1513 亿美

元，中国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

易伙伴。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中欧之

间目前共有 9 条中欧班列线路，其中 6 条

的终点站位于德国。去年，中欧班列总共

运行 1700 多列，其中德国就占了 1000 多

列，越来越多的商品都通过中欧班列往返

中德两国，促进了双边经贸发展。今年一

季度，中德贸易额达 369.8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0.5%。中德经贸合作展现蓬勃生机。

在投资方面，两国双向投资增长加

速，投资合作方兴未艾。据中国外交部统

计，自 35 年前德国企业开始对华投资以

来，目前已有约 9400 家德国企业在华安

家落户，投资总额近 700 亿美元，是欧洲

国家中在华投资最多的。去年，德国对华

投资逾 2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4.2%。德

国还是除亚洲国家之外在亚投行出资最多

的国家，占比达 4.7%。而中国企业对德投

资虽起步较晚，规模也较小，但近 5 年来，

中企对德投资势头喜人，规模可观。目前

有约 2700 家中企已在德国站稳脚跟，投

资总额约 90 亿美元。两国在“一带一路”

建设、智能制造、第三方市场以及节能环

保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日趋紧密。可以说，

中德投资正由过去更多是德方对华的单

行道，转变为相互投资的双行道。

在科技和创新方面，中德分别作为亚

欧大陆最大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国，两

国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可期。德国拥有先

进的技术，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中德两

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德国是高度发达的

工业化国家，技术水平进入工业4.0时代，中

国的工业化道路起步晚，有的尚处在 2.0、

3.0 阶段，而在一些领域已开始迈入 4.0 时

代。中德两国在科技和创新合作方面，有

着扎实的基础，更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比如在交通运输领域，德国大众、宝马、奔驰

三大汽车厂商的三分之一产量来自中国，

中国的高铁技术在西门子的技术上有继承

有发展。中德两国在这些领域的成功合作

均证明，双方合作是互利双赢的。而且，中

德未来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

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德已建立高级别

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密

切频繁。统计显示，去年中国赴德国的旅

游人数超过 100 万，德国来华旅游人数约

60 万。目前，有 3.4 万中国留学生在德国

留学深造，中国学子已成为德国高校最大

留学生群体。中文已走进德国 400 余所

中小学的课堂，另有近万名德国青少年来

华留学。近 5 年来，中德两国政府相继推

出文化年、语言年、创新合作年、青少年交

流年等系列人文交流主题年活动。今年

是中德建交 45 周年，中德人文交流合作

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有理由相信，李克强总理对德国的访

问，将进一步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为中德全

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共同

对外释放合作、开放、共赢的积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