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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峰

日前，珠海市香洲区香湾街道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对前期摸排发现的18辆
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依法拖移至
辖区空闲场地。看到一辆辆“僵尸车”
被清走，社区居民无不拍手称快。（《珠
江晚报》6月12日02版）

在现代大都市，“僵尸车”并不罕
见，在社区、街道或者马路上，经常能
看到一些落满灰尘、残旧破损的汽车、
摩托车、电动车。所谓的“僵尸车”，其
实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车辆到期报废，
车主怕处置起来麻烦，贪图方便将车一
弃了之。

停在公共区域的“僵尸车”，既占用
公共资源，也影响了城市形象，居民颇
有怨言，虽说各地有关部门也在着手整
治，但效果并不太理想。

事实上，“僵尸车”不仅损害公共利
益，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近年来，多
地发生“僵尸车”起火事件，其中有一地
还发生一名12 岁男孩死于某小区的一
废旧车内。这些事件表明，“僵尸车”危
害公共安全不容小视，监管部门绝不能
放任、懈怠，更不能让“僵尸车”成为街

头巷尾的一大祸害。
从现行法律和城市管理制度上讲，

“僵尸车”治理起来其实并没有多大难
度。城管部门可以按影响市容市貌去
处理；交警部门可以以其没有进行年检
为依据，将其拖至特定停车场；道路管
理、建设部门可以以妨碍工程为依据，
对其进行处理；对小区内通知车主无果
的“僵尸车”，可依据《物业管理条例》或
业主大会集体决议，授权物业或业主委
员会妥善处理。

无论是交警、城管还是市政等部
门，应该多想办法，针对“僵尸车”构建
一整套发现、处置、登记、追责的制
度。对于能查到车主的“僵尸车”应当
限令其及时清理；查不到车主的，也应
当采取合法措施，予以清理。

总之，治理“僵尸车”，各地有关部门
应主动出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治
理“僵尸车”和处罚车主。从国家治理层
面看，法律法规要跟得上形势的变化，让
车辆的生产、使用、报废、再利用全环节
流程顺畅。特别是应优化车辆报废方
式，引导车主依法处置报废车，并对所有
在册车辆的处理行为进行跟踪监管，从
源头上减少“僵尸车”。

要从源头上减少“僵尸车”

□李英锋

不久前，山东青岛规模最大
的创意市集之一“星星市集”在
纺织谷举行，掐丝珐琅、手工布
艺、珍珠饰品、剪纸雕刻……一
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与复古的
德式工业厂房形成鲜明的视觉
冲击，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

“打卡”。不仅青岛，上海、北京、
天津等地都有独具城市特色的
创意市集，掀起了一股“赶集”风
潮，更为疫情下的城市平添了几
分烟火气。（6月12日《工人日
报》）

创意市集，是一种在特定场
地展示、售卖个人原创手工作品
和收藏品的文化艺术活动，因其
参与门槛较低、商品时尚多样，
成为颇受青年群体喜爱的社交、
消费新模式。

创意市集与城市的街景环
境融合在一起，已经成了一种独

特的商业风景。创意市集是经
济新业态、市场新形式，是创业
的新平台、新载体，给一些巧手

“创客”提供了集中展示才艺、销
售手工艺品或收藏品的空间和
机会，也帮“创客”面对面吸引流
量和顾客资源，为“创客”的发展
积累了人气，提供了支撑。同
时，创意市集增进了人们之间的
交流，给消费者带来了消费新体
验、新品味、新乐趣。

其实，在创意市集上摆摊的
很多“创客”都是民间手艺人，有
的“创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创意市集的兴旺发展，
能够让更多的人接触、了解进而
喜欢上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
有利于培育民俗文化、非物质文
化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环境，有利
于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非物质
文化。

对于创意市集，政府应该秉
持鼓励支持的态度，应该做好秩
序维护者和服务引导者。近年
来，不少地方都把创意市集纳入
了城市管理规划之中，给创意市
集解决了场地等硬件问题，北
京、上海等地还率先从位置、环

境、监管等方面出台了市集经济
管理规范。这些监管服务措施
为创意市集的有序发展奠定了
一定基础，提供了一定保障。

创意是创意市集的灵魂和
卖点，是创意市集区别于普通市
集的最显著特征。然而，针对创
意市集的原创作品减少、同质化
现象日益严重、低价竞争、抄袭
侵权等问题，各地还应该在品牌
引导扶持方面多下功夫。各地
政府和有关监管部门应积极引
导创意市集上的艺人为手工艺
品申请专利、商标注册，给创意
产品提供法律保护。如此，创客
将得到更多回报，自然就会产生
更强的原创意愿和动力，保护和
传承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也能
进入良性循环。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
深入，各地应该面向创意市集
的艺人做好有关申办专利、商
标的宣传、培训、教育、对接等
服务工作，让艺人们充分认识
品牌保护的重要性，帮艺人们
找准创意品牌，引导创意市集
走品牌发展之路，给创意市集
插上“品牌翅膀”。

给创意市集插上“品牌翅膀”

□麦地

6月8日，“2021广东省百强民营
企业”榜单正式发布。记者梳理发
现，珠海有两家企业入围，分别是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纳思达股
份有限公司。（本报6月9日01版）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两
家企业入围“2021 年广东省百强民
营企业”，体现了珠海民营经济发展
水平，也展示了民营企业的风采。

要发挥民营企业积极作用。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无论是增加就业，
还是改善民生；无论是促进创新，还
是扩大开放，民营企业都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以我市为例，在“2020
珠海企业 100 强”榜单中，民营企业
数 量 超 过 40 家 ，占 据 了“ 半 壁 江
山”。可以说，民营企业是推动珠海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当前，面
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只有充分发挥民营企业
在稳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维护好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创造更多有利于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的机会，才能提振民营
企业对未来的信心，助推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要培厚民营企业发展土壤。政
府部门要大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一视同仁对待民营企业，树立“店
小二”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民营企

业方式方法，不断激发民营企业活
力。这两年，由于受到疫情等多重
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不少
困难和挑战。推动民营企业更好
发展，既要“放水养鱼”，推动退税
减费、缓缴社保费等政策落地,让政
府纾困措施直达民营企业；也要统
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不误”，
确保物流畅通和能源保障，最大限
度 减 少 对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的 影 响 。
此外，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切实抓好普惠金融、延
期还本付息、减费让利等扶持政策
落实，打通制约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的堵点、卡点，为民营企业长远发
展积蓄能量。

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自身经
营管理不善也是制约民营企业长远发
展的因素之一。不少民营企业存在公

司治理结构不清晰、经营管理不规范、
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企业负责人急
功近利等问题，企业发展缓慢。民营
企业无论大小，都要加强自身建设，建
立现代企业体制机制，练好质量“内
功”，努力掌握业界“独门密笈”，才能从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企业
家作为企业“掌舵人”，更要加强自我学
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把守法诚信作
为安身立命之本，把实业报国作为个
人远大抱负，带领企业在市场大潮中
行稳致远。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
局，民营企业发展大有空间和作为。
期待我市出现更多像格力电器、纳思
达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为全力落实

“产业第一”跑出加速度，推动珠海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和全省新的重要增长极。

□徐剑锋

6月2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广
东 2022 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新闻发
布会，正式发布今年53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名单及相关情况。斗门区
现代粮食产业园入选“珠三角自筹资金
建设产业园”名单，成为省级农业产业
园之一。（本报6月9日06版）

近年来，我市突出资源集聚、科技
赋能、特色品牌，产业园建设驶上快车
道，规模化、集约化、数字化水平得到持
续提升。斗门区现代粮食产业园上榜

“省字号”名单，为下一步做出影响、做
大品牌拓展了新空间。

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产业园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
珠海已经形成粮食、白蕉海鲈等一批主
导产业，一方面要突出产业链延伸，围
绕农业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推动特

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另一方面，要强化
价值链提升，积极探索冷链物流、中央
厨房、直播带货等新模式，让“珠字号”
农产品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产业园的
核心竞争力持续攀高。

坚持科技创新、品牌创建，是珠海
农业产业园提档升级的不二法门。要
充分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5G、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进一步加
大农产品科技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力
度。要发挥科研院校专家服务团队、科
技特派员等作用。要通过注册商标和
地理标志认证、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

推动现代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不仅
要做强企业，而且要抱团发展，在联农
带农上做足文章。要借力“合作社+农
户+基地”“公司+农户”等模式，打造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市场体系，构建农户分
享全产业链利益保障机制，形成特色差
异互补发展局面。要围绕农业产业全
生命周期，在载体建设、市场拓展、品牌
塑造、人才引进等方面多个维度拿出更
多保障措施，构建更强服务体系，让更
多优质产业不断涌现。

让更多优质产业不断涌现

□梅广

近日，珠海交警针对机动车乱鸣喇叭的交通违
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机动车高分
贝、长时间、持续鸣喇叭等噪音扰民交通违法行
为。对查获的违法司机当场进行批评教育和处
罚。（《珠江晚报》6月9日03版）

安静的生活环境，是宜居城市的标配；正确使
用喇叭，是每个司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机动车
乱鸣笛，污染环境，诱发路怒，侵扰他人，加剧交通
混乱，影响城市形象，有百害而无一利，市民对此早
已深恶痛绝。我市交警部门针对机动车乱鸣喇叭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违法司机进行批评教育和处
罚，于法有据，深得民心。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机动车乱鸣喇
叭带来的危害也日益凸显，已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
大公害。依法整治机动车乱鸣喇叭，保的是公共交
通顺畅有序，护的是千家万户平安，维系的是城市
文明与社会和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高
悬法律之剑，对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

整治机动车乱鸣喇叭，需要监管部门不断加大
执法打击力度，更需要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自律。
机动车驾驶员，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保持不急不
躁的平和心态，依法依规安全操作、文明礼让；非机动
车与行人，要养成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行为习惯，不
闯红灯、不乱穿道路、不翻越道路护栏……真正做到
车行有序，人行有章，共同营造良好的文明交通氛围。

整治乱鸣喇叭
共建文明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