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长沙市各区城管部门统一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集中整治，重点针对占用盲道的违
停行为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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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何必死守一方城池？
日前，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问卷网， 对2000名正
在或曾在北上广深工作或读书的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已
经离开和在考虑离开北上广深的
受访者达71.0%。促使受访者离开
或想离开北上广深的首要原因是
房价高（64.4%）。（4月11日《中国
青年报》）

从曾经的“逃离北上广”到
“重回北上广”，再到现在的“离开
北上广”，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离
开还是留下” 几乎成了哈姆雷特
之问。而剧情不断地反转也让“北
上广深” 这几个中国塔尖城市交

织着一大批人的爱与恨。爱，是因
为在这几个城市有着远远优越于
其他地方的发展机遇、制度优势、
人文环境，它们是造梦工厂；恨，
是因为除了优势之外， 这些城市
也以畸高的房价充分展现着自己
的冷酷无情， 清晰地划下群体之
间的界线。

2009年，“逃离北上广” 的风
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那是颇
引人注目的第一次“出走”事件，
当时有人断言“娜拉出走之后，或
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 鉴于各种资源差别、
环境差别， 逃离的人们最终纷纷

重回北上广。 我不清楚这次想要
“离开北上广深”与上次的逃离者
有多大程度的重叠， 但有个重要
原因是一样的———房价太高。房
价短期内很难回到一个正常的状
态，这也意味着“离开”成了不得
不接受的选择。

这样的逃离总免不了悲情的
成分在其中，但与八年前“想留留
不下，想逃无处逃”的无奈相比，
这几年国家对各地均衡发展越发
重视， 除北上广深之外的不少地
方的发展机遇也多起来了， 如最
近有7省市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
区”，河北雄安新区的成立更或将

成为引流的“洼地”。同时，一些有
着特殊魅力和能量的城市， 凭借
不断提质扩容后的硬软件优势成
为“1.5线城市”，机遇和环境也并
不差。另外，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
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大增加，
已经饱和的地区分流一部分劳动
力出去，对劳动力、人才的均衡分布
也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固然，就目前来说，二三线城
市和小城镇的资源确实相对落
后， 但未来的发展并不太悲观，
“要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要小地
方的一套房？”这样的命题其实也
不是那么难以选择， 若生存压力

远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 离开也
未尝不可。况且，将自己在一线城
市积累的知识经验和各种资源转
化为去其它地方发展的优势和财
富，也能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

其实无论是从城市必须解决
人口增长压力的角度， 还是从个
人缓解生存压力的角度， 一大批
人都会面临“离开”的问题，与其
执着于讨论这究竟是无奈还是理
性，不如好好规划离开。常言道，
树挪死，人挪活，既然“城市大，居
不易”， 又何必死守一方城池？或
许到了其他地方更能如鱼得水
呢。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 4月11日讯 记者今日
获悉，为了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即日始， 湖南省慈善总会在腾讯
公益平台上发起募捐， 拟募集资
金508.8万元， 将在省内邵阳、怀
化、湘西、常德、岳阳、娄底等地建
设30座“留守儿童之家”，接着再
向全省拓展。

据了解，目前，我省有农村留
守儿童811684人，在14个市州中，
邵阳市最多，有135970人，约占全
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的17%。其
中， 无人监护或监护差的农村留
守儿童人数排在全国前三。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留守儿
童之家” 将选址于贫困留守儿童
重点关爱地区，依托学校来建设，
“第一个将会建在怀化溆浦，这里
的一些小学， 有近八成学生都是
留守儿童，比较适合建点。”该负
责人表示，“留守儿童之家” 关键
还是用爱来贯穿其中， 让孩子们
感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硬件方面， 将会开设不少于
1000册书籍的图书阅览区， 并开
通亲情电话、视频交流平台，还将
兴建文娱活动室、 大型集体活动
场所等；软件方面，每月至少会组
织一次活动，让孩子们能在快乐、
舒适的环境下学习、生活。同时，
通过与所有留守儿童家长建立联
系机制， 时刻让家长得知孩子的
身心状况。 ■记者 杨昱

本报4月11日讯 按照
国家对不动产统一登记的
部署要求，今年年底前，全
国所有市县要全部接入国
家级信息平台， 全面实现
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
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
一”。今天，记者从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获悉， 目前我
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已连上
国家平台，不动产交易、变
更的信息可以直达。

记者今日在长沙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看到，平台的
上报数据这一功能，往下已
经接通了长沙市所有县区
市的登记平台， 往上则接
通了省级和国家级平台。
据了解， 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已经在我省 14个市
州、122个县市区全部落
地， 目前湖南共计颁发不
动产权证书已经超过了
100万本。 ■记者 潘显璇

长沙百日治乱，顶格处罚“钉子户”
实行最严标准、最严程序 重点整治5类行为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今日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获悉，2017年一季度，
湖南局辖区进境植物检疫
截获有害生物64种181次，
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7种
50次， 其他有害生物57种
131次。

截获有害生物种类同
比增加4.92%，截获种次同
比增加36.09%； 截获检疫
性有害生物种类同比增加

75.00%， 截获种次同比增
加284.62%；截获其他有害
生物种类数和去年同期相
同， 截获种次同比增加
9.17%。

在各类有害生物中杂
草占比75.14％， 昆虫占比
22.10％，与同期相比，杂草
和昆虫截获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 进境植物检疫截获
的有害生物来自于16个国
家和地区。 ■记者 杨田风

一季度截获进境有害生物64种

募集508.8万建设
30个“留守儿童之家”
由省慈善总会发起
主要依托学校来建设

我省不动产登记连上国家平台

11日， 长沙市各区统一开展
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集中
整治，重点针对占用盲道的违停
行为进行处罚。上午9时30分许，
记者在天心区水厂路保利国际
广场附近看到，道路两侧人行道
停满了车， 将本来就不宽的人
行道堵了个严严实实， 行人只
能从机动车道上通行。 天心区
城管执法大队裕南街中队执法
人员随即对违停车辆进行拍照
取证、开具行政处罚通知，并分
别对这些车辆进行了锁车或拖
离现场处置。

“保利国际广场不仅业主有
停车需求， 平时前来临时办事人
员也较多， 而物业停车收费又偏
高， 导致不少人都选择将车辆违
规停放在周边人行道上。”裕南街
城管执法中队副中队长李安鸿介
绍，他们将和物业沟通协商，争取

降低停车费。
在岳麓区麓景路沿线人行道

上， 同样存在不少机动车违停现
象。上午11时许，岳麓区城管执法
大队望城坡中队执法人员在沿线
对违停车辆开展执法行动。“麓景
路沿线商家门前空坪隙地是允许
停放车辆的，但由于宽度有限，不
少市民就将车辆随意停在了前方
人行道上， 而且经常占压盲道。”
该中队中队长陈志说， 考虑到周
边商业较多，今年2月社区结合箭
弓山社区提质改造工程新建了一
座社会停车场，设置停车位100个
左右， 沿线商业消费者可凭消费
凭证免费停车。

长沙城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日下午5时，长沙市共抄
牌查处占人行道违停机动车556辆，
锁车、拖移机动车55辆，劝导纠正
乱停放行为863次。

本报4月11日讯 随地乱扔
垃圾，机动车乱停乱放，摊贩占道
经营，擅自设置广告牌，搭建违章
建筑……市民朋友小心了， 长沙
启动城市“治乱”行动，将对这些
不文明行为开罚！

今日， 记者从长沙市城管执
法局获悉， 即日起至6月30日，长
沙城管执法部门联合住建、 公安
等开展“五乱”治理行动，严格查
处群众反映强烈、 严重影响城市
品质的城市管理乱象。据悉，五乱
行为包括：乱设乱贴、乱摆乱卖、乱
搭乱占、乱停乱放、乱吐乱扔等。

行动要求，5月1日开始，全市
重点区域、 重点道路违规广告招
牌、 楼顶发光字拆除工作将全面
铺开；5月31日前， 全面取缔临时
规范点外各类露天经营餐饮、烧
烤违法夜市等。

全市主次干道、风光带、车站、
广场、步行街、景区等重要节点人流
密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难点部位，
也是本次集中整治的重点区域。据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局长邓鹏宇介
绍，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长沙城管
部门将实行最严标准、 最严程序和
最严考核，对屡教不改的“钉子户”

将坚决整治到位并实施顶格处罚。
记者了解到， 今年长沙城管

执法部门将定期开展“治乱”、“治
脏”、“治差” 三项集中整治行动，
治理城市乱象、消除城市斑点。

■记者 吕菊兰

治乱第一天，500多辆车被抄牌

如果您也想为留守
儿童献一份爱心，可以通
过手机关注腾讯公益“贫
困留守儿童之家”， 或是
通过腾讯公益网址（http:
//gongyi.qq.com/suc-
cor/detail.htm?id=23481）
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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