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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主动将车停放在共享单
车停放区， 这是奖励你的一份礼
物。”9月22日上午， 在长沙市锦泰
广场附近， 芙蓉区行政执法大队
执法队员和共享单车企业志愿者
开展文明骑行劝导活动， 市民使
用完毕后， 在合规停放区域落锁
就有机会获得一份小礼物。(详见
本报9月23日A05版）

这些年人们对共享单车可谓
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它确实让人
们在出行时多了一种选择， 且因
其具备的环保属性， 也为城市的
减排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恨的是，
在管理方面仍存在不小的问题，

如前些年出现在不少城市中的“共
享单车坟场”，以及到处乱停乱放，
严重占道等。

几乎每个拥有共享单车的城市
都受到了乱停乱放的困扰： 这不仅
影响了城市美观， 也使共享单车的
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市民需要骑车
出行时， 却往往在指定的单车停放
点发现不了几辆单车， 同时由于一
些乱停放的单车没被及时收回，导
致单车被损坏，无法正常使用。为了
治理这一乱象， 不少城市出台了相
关规定，例如北京、郑州、宁波等地
均对乱停乱放的行为课以罚款。

但罚款解决这一问题的效果

其实并不明显，毕竟如今不少城市
的共享单车投放量巨大，管理难度
很大，况且不可能精准地监督到每
一个使用共享单车的用户。对于不
文明行为，罚款并无不可，但也可结
合柔性的劝导， 因为一来乱停乱放
有停车点位设置不合理的原因，二
来柔性劝导如春风化雨， 更易于让
人接受。 而像长沙这样对于在合规
停放区域停车的市民， 给予其一定
的小奖励， 既是对遵守文明准则的
市民的肯定，也能起到示范作用。同
时，拒绝“以罚代管”也是摒弃在城
市管理方面的“懒政”，避免出现“一
罚了事，管理却原地踏步”的结果。

要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
问题，市民的自觉和执法的助力当
然都不可少，然而企业的责任也不
可回避。共享单车企业为了抢占市
场，车辆投放密度与利用率之间未
达成动态平衡， 经常是投放过多，
导致大量单车成为“僵尸车”，造成
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运维人员人
数与共享单车数量严重不匹配，对
路面的单车处置和清理都不及时。
因此企业在盈利的同时，也必须要
履行好管理职责，提高行业服务水
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也需在基
础配备设施上继续发力， 共享单
车投放量相较刚开始那两年虽然

有所下降，但每年各企业投放的数
量仍然不小，持续膨胀的共享单车
会逐渐超出这些停车点的承受力，
挤占原本属于行人的通道， 造成
“路权”分配上的矛盾。

共享单车管理显然需要政府、
企业、个人的共同努力。政府作为
城市管理者， 应加强管理水平及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要提
高共享单车行业服务水平，切实解
决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用户应
提升公民意识， 爱惜公共资源，依
法、文明、有序使用共享单车。唯有
如此，共享单车才能让人们真正享
受到便捷。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
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强调， 联合国成立
75年来，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国际社会要以隆
重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契
机， 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
持， 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
承诺。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将坚定支持联合
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
用，坚定支持联合国工作。

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 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 全球抗
疫不能松劲。 中方愿意毫无保
留同各方分享经验做法， 并继
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
帮助。 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系
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
键领导作用， 加强国际合作和
联防联控，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中国将履行承诺，
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
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
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 疫情催生了
不少新问题，但归结起来，还是
离不开和平与发展问题。 安理
会要发挥集体安全机制作用，
常任理事国要作表率。 搞单边
主义和霸权必失人心。

习近平强调， 要尽力降低
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调
动全球资源和力量， 推动各
方在减缓债务、 加大援助等
方面采取及时和强有力举
措，助力发展中国家发展，缩
小贫富差距。

习近平强调， 发展必须是
可持续的， 需要处理好人与自
然的关系。 中国既加强自身生
态文明建设， 也主动承担应对
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 努力呵
护好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积
极同各国一道打造“绿色丝绸
之路”。

习近平指出， 疫情也放大
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不适应、不
匹配的问题。 各方应该思考如
何加以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
另搞一套。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
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中国从不搞意识形
态对抗，从不主张脱钩，从不想
称王称霸。我们想得最多的，是
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
活，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但
是，我们也不会坐视国家主权、
民族尊严、发展空间受损，会坚
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 各国互联互
通， 命运休戚与共。 要超越国
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
站在全人类高度， 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好我
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联合国希望同中国继续加
强合作， 期待中国发挥领
导作用

古特雷斯表示， 当前世界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变化
等诸多危机和挑战， 更加需要
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国际合作，
更加需要强有力的联合国。感
谢中国一贯给予多边主义和联
合国坚定支持。 有了中国的支
持， 联合国才能够更好地履行
职责。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日
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在
践行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的
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举措， 支持
中国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
路”，支持中国同非洲和发展中
国家深化合作。 联合国希望同
中国继续加强合作， 期待中国
发挥领导作用。 我相信中国完
全有能力实现自身发展并为世
界作出更大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
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
乡村振兴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从“十四五”第
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业农村比例；到“十四五”期
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
核算， 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
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列出几项重点举措：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以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可结合本地实际，从
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组织实
施： 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
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
到50%以上计提， 若计提数小于
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
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 二是按照
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
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
提。

建立市县留用为主、 中央和
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
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
点向县级倾斜， 赋予县级政府合

理使用资金自主权。 中央财政继
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的20%、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
有偿使用费的30%， 向粮食主产
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 允许各地
根据乡村振兴实际需要， 整合使
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
的资金， 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切
实增加。

《意见》要求，地方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领导，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 在2020年年底前制定具体
措施并报中央农办。

■据新华社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分组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脱贫攻坚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2012至2019年，全
省实现747万人脱贫，51个贫困
县、692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贫困发生率从13.43%降至0.36%，
贫困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4.6%、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66个百分点。

报告从5个方面梳理了全省
脱贫攻坚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保持脱贫攻坚战略定力。省
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推进脱
贫攻坚30余次； 保证省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12%的年度增幅，完善
省级领导联县帮扶制度， 强化常
态化督导、 常态化约谈、 定期调
度、风险提醒告知等手段。

坚决克服疫情灾情影响。疫
情期间， 省委迅速派出10万名驻
企防疫联络员， 省政府出台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业健康
发展的30条措施。截至目前，全省
扶贫车间逆势增加1383家， 增设
扶贫公益岗位7.35万个，返岗务工
贫困人口达218.17万人。

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加
大科技扶贫和贫困村致富带头人
培训力度， 扶贫小额信贷新增放
贷44.33亿元，带动356万贫困人口
增收脱贫。同时，强化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 累计在集中安置点
建立基层党组织898个，开发公益
性岗位8900个， 建成扶贫车间
1051个， 约24万搬迁对象发展特
色产业受益。

广泛凝聚脱贫攻坚合力。省
人大每年围绕脱贫攻坚的1到2个
主题，持续开展立法调研、执法检
查，组织代表视察，听取和审议专
项报告， 并就脱贫攻坚提出工作
建议；省政协深入推进“三个一”
扶贫行动，启动“湖南政协人助力
巩固脱贫成果万户帮扶行动”。此

外，东西部扶贫协作务实推进，济
南市已拨付到位财政援助资金
4.388亿元，省内对口帮扶和“携手
奔小康”14个帮扶市县区到位资
金2.86亿元。

坚持不懈强基层转作风。全
省共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级党组
织1306个，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
济薄弱村派驻第一书记3809人；
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9326名纪检监察干
部蹲村督导， 帮助解决各类问题
和诉求13402个。

审议中，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当前，我省脱贫攻坚工作处
于收官阶段。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
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 的指示
要求，一鼓作气、决战决胜，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为全面
建成小康湖南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打下坚实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奖励共享单车有序停放是管理的进步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搞单边主义和霸权必失人心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明确土地出让收入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目标：

土地出让收益的50%以上用于农业农村

8年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全省脱贫攻坚情况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