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监总局11月30日发布消
息称， 国务院近日对沪昆高速
湖南邵阳段“7·19”特别重大道
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调查报
告作出批复，认定是责任事故，
对长沙大承化工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周添等34人采取司法措
施。 对其他72名责任人分别给
予党纪、 政纪处分。（12月1日
新华社）

今天是12月2日，是“全国
交通安全日”。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审读这样的消息， 既沉重
又沉痛： 对于一个已经进入汽
车时代的中国， 交通安全理应
在每个平常日子里都得到重
视，否则，教训不仅是要面对严
厉的问责， 更要永远愧对那些
无辜的伤逝者。

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

示， 中国驾驶人以四年新增一亿
人的速度增长，数量突破三亿，近
年稳居世界第一。相应地，中国高
速公路总里程也超过美国， 达到
10万公里， 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高速公路系统。这些数据，展示出
中国交通事业的骄人成绩以及人
民出行条件的极大改善，“汽车驶
入平常百姓家” 也是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的标志。但是，在荣耀的另
一面， 中国还背负着另一个惨重
的数据： 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
区）交通事故发生数、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以来， 也是连续十余年高居世界
第一。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 驾驶人
数量与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
一， 交通事故发生率以及伤亡人
数自然也会高———这个世界第一

或也当然。 但作为后发的汽车国
家，有条件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汲
取前车之鉴的教训， 援引他山之
石的经验， 最大程度降低事故发
生率与事故死亡率。然而，现状并
非那么理想： 媒体报道，2009年，
中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汽车保
有量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却占到了世界的16%———显然，
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措施还远远
不够。

再以“7·19”事故为例，从托
运、承运、驾驶到车辆销售、改装
乃至主管职能部门， 都有违规操
作与监管不力之处。 不仅为事故
埋下了隐患，也说明，防患于未然
的安全意识有全面失守之忧。虽
说事故的发生带有偶然性， 成因
具有复杂性， 不能完全归责于一
人一部门， 但交通安全是个系统

工程，只有所有环节、所有人都尽
责才能确保安全。否则，积蓄了高
度安全风险， 会令高速发展的交
通事业与民生感受大打折扣。

相对以往，“7·19” 事故的处
理结果，责任追究到了市长，可谓
严厉严格，但这是一种国家态度：
交通安全不会因为涉及环节、人
员多， 在事故发生后继续容忍法
不责众的“责任分散效应”，而将
对交通安全系统中所有的失职零
容忍， 以期减少事故中的人为因
素，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错失可
以改正，疏漏可以补救，而生命不
能回头，对于“7·19”事故的处理
结果，唯有完全接受、彻底反省，
才能建立起安全至上、 生命至上
的交通安全共识———这对交通事
业以及民生幸福也有长久的好
处。 ■本报评论员 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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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性能差的锁具

换门，还不如换把好锁
近来网络上一则新闻引起了王先

生的注意， 一伙盗贼用租来的一辆红
色小轿车作为交通工具寻找目标，用
锡纸作为工具开锁入室，大肆盗窃。王
先生看了新闻打进96258，希望给家里
装一扇更牢靠的防盗门，请96258推荐
一个品牌。96258开锁修锁的郭师傅就
介绍，真正的防盗不在于门的好坏，更
重要的是锁。郭师傅介绍，如果防盗门
搭配的是AB锁，安全性不高，防盗能
力就比较弱，还不如更换一把好的超B
级锁。

郭师傅开锁修锁多年，是96258的
资深开锁匠。他说，换一扇好门至少要
2000多元， 换把好锁只要花200多元，
而这把锁将是一道门的心脏， 能起到
很好的防盗作用。为此，他向王先生推
荐了金点原子“超B级锁”，“别小看这
把锁，它通过公安部的科技成果鉴定，
小贼要打开它， 至少得花270分钟，安

全系数相当高！”
郭师傅还提醒，出门时记得反锁，

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财务和家人安全。

★96258提示：从现在起，株洲、湘
潭、 宁乡的修锁换锁服务已经开通了，
三地读者都可以拨打96258预约哦。

想起之前在街边请
钟点工的经历，家住广济桥
的陈女士就有点心烦，“钟
点工就连基本的卫生常识
也没有”。 陈女士平时忙着
上班，没有空来打扫卫生。

正好，隔壁邻居通过
96258 请了钟点工来打
扫，听邻居说 96258 的钟
点工打扫得挺不错，陈女
士便打电话预约了服务。
很快，96258 钟点工任大
姐与陈女士取得联系，并
约好了上门时间。

“任大姐不仅认真负
责，而且主动，我早上出
去买个菜回来，家里一半

事情都做好了。 ”前两天，
陈女士再次打进 96258
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
样工作负责、服务周到的
钟点工了，想再预约任大
姐到女儿家里大扫除。任
大姐介绍，不少人平时忙
着上班，到了周末休假时
才想到请钟点工做卫生，
订单容易“扎堆”，最好节
前打电话预约，安心在家
享受专业服务。

96258便民服务有钟
点工项目，长沙、株洲、湘
潭市民朋友若有需要，请
拨打 24 小时便民服务热
线 96258。

96258钟点工能干又勤快

96258近期推出的一款便民服务
新品智能马桶盖广受好评。该智能马桶
盖安装简单，专业人员花个二十分钟对
普通马桶做一个简单升级，即可有舒适
的如厕享受。

您家的马桶升级后， 每次如
厕， 全自动的水洗功能代替手纸
进行清洁， 而且具有多种冲洗模
式，不但能更彻底地清除细菌、病
毒，还能起到按摩作用；温水冲洗
配合暖风烘干、可移动的喷头，满
足男性、 女性不同冲洗需求；此
外，座圈可加热，96258的智能马
桶盖的操作也很简单， 只需简单
按键操作，特别方便于老年人。

96258智能马桶享国家三包
政策，整机保修一年，终身维护，
打进96258安装智能坐便器后一
个月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包换新
机。96258客户可专享三包期由
一年免费延长至三年，一年包换，
加热件保终身。

智能马桶盖，
让您如厕变轻松

四川省眉山市6名警官向
司法机关承认曾向市公安局原
副局长王志刚行贿， 并签字画
押，法院判决6人行贿事实证据
不足，不予认定。据悉6人中5人
仍正常任职。 眉山市检察院暂
未回复此事。（12月1日《京华
时报》）

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 法院审理后予以认定或不
认定，应该都有可能。不存在这
种逻辑：检方有指控，法院就必
须要判罪。具体到眉山“警官集
体行贿”案，我认为，应从两个
方面来分析和讨论，一是，法院
认定行贿罪事实证据不足，或
许正体现了司法的严谨。 而严
谨则是公正的前提。这种问题，
理论上说， 不存在相信检察院
还是相信法院的问题， 而只能

就证据本身进行论辩与审查。对
检方提供的证据， 如果法院确实
能够拿得出有力的司法意见认定
其存在瑕疵， 或其他不予采信的
理由， 依法不予认定是没有问题
的。至于说，公众认为6名警官向
上司行贿这种“事实”的可能性、
合理性与逻辑性都是“确凿”无疑
的， 那是另一概念上的问题，至
少，逻辑推理不能替代证据。

二是， 法院对于行贿事实的
不予认定，究竟是严格依法得出，
还是受其他因素影响， 比如有人
干预司法， 或有法官或法院领导
个人意志左右司法， 甚至人情案
的问题，公众有质疑的权利，法院
方面有澄清的义务。“舆论审案”
当然是不理性的， 但公众舆论对
于司法的监督权利必须受到尊
重，法院亦应理性接受舆论监督，

通过有理有据的回应， 让自己办
的案子经得起质疑。

法院称， 它们的态度都写在
判决书里了， 并且对媒体的采访
请求不予回应。 这种态度只能加
重舆论质疑。法院认定6人行贿事
实证据不足， 这个肯定写在判决
书里了， 但是认定证据不足的依
据，判决书里有没有呢？如果判决
书里表述得很清楚， 公众和媒体
应该不会穷追不舍。 且在通常的
判决书格式与内容中， 并不载入
解释性内容。

解释说明一下， 本是很简单
的工作， 明知道越回避公众越质
疑，却执意“保密”，无异于刺激舆
论。 这样一来，“6名警官承认行
贿，法院不予认定”这件事，在舆
论层面就可能由“依法不予认定”
走向“判决可疑”。而青神县法院

若什么问题都没有， 却又甘愿蒙
受“不白之冤”，岂不是令人匪夷
所思？

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重点强调了“公开”与“透明”的
问题，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
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
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这也是当下
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
方略的一条重要原则。 而青神县
法院若将不透明进行到底， 对存
在争议的审判，不但不主动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反而躲躲闪闪，则
无异于人为制造不透明、 暗箱操
作甚至藏身腐败的条件。那么，即
便本案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不透
明的司法环境却难保今后其他司
法活动不出问题。 至少是司法公
信无法立于社会。 ■马涤明

余以为

警官集体行贿案考验“公开促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