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金融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
责任编辑：高飞 美编：于仁智 校对：刘刚艺 组版：邓扬海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04 评论

□丁焕松

6月18日，记者从香洲区获悉，香
洲区产业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全
面推广使用不到两个月，入驻企业超
1200 家，聚集金融机构近 40 家，提供
融资产品近 100 个，促成企业线上成
功融资近 70 笔，总授信额度超 10 亿
元。（本报6月19日01版）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由来已久，散
发多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资金
紧张的企业雪上加霜。香洲区打造
金融服务供需双方对接平台，帮助企
业高效便捷融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能取得如此成效，说明了产融平台运
作卓有成效，也折射出企业融资需求
强烈。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要用“有
形之手”打破供需双方“数字鸿沟”。
打造产融平台，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试点的重要举措。产融平台的
本质是运用数字技术，在确保依法依
规与信息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
式归集共享各类涉企信用信息，实现
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数据共享。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新的关键
生产要素，政府有关部门要从战略高
度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快
税务、海关、电力等单位与金融机构信
息联通，打造数据共享、信息开放的普
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金融服务模式
创新，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要用“金
融活水”激活市场主体“一池春水”。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血脉不畅
通，肌体就难以充满活力和保持健康
的状态。针对制约金融机构放贷的痛
点，银行金融机构要健全容错安排和
风险缓释机制，强化正向激励和评估
考核，做好资金保障和渠道建设，提升
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可持续性。只有建立金融服务中小微
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
制，才能真正打通金融服务的断点、堵
点、卡点，确保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经济平稳运行。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要用“数
据资产”打通企业发展“任督二脉”。
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除了企业拿不出
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物之外，企
业信息不透明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因

素。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
情况下，想要顺利在银行融资，提高自
身信用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企业切实
做到诚信守法经营，健全公开透明的
财务报表制度，注重数据资产凭证的
合理运用，为自身建立良好的数字化
信用档案，帮助化解银企信息不对称
难题。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想方设
法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暂时难关，既
需要政府部门主动作为，积极为中小
微企业纾困解忧，也需要银行金融机
构深化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效能，如此
才能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破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全省数据
要素市场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梅广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停车
难、停车贵成为市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问题。近日，珠海传媒集团《民生新观
察》栏目组接到家住某小区居民的报料，
称该小区开发商对小区公共停车位收取
的停车费比周边小区的停车费高出了近
一倍。（《珠江晚报》6月19日03版）

停车位对于固定居住在小区的业主
来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刚需。由于处
于信息不对称、话语权不对等弱势地位，
小区停车收费标准往往都是由开发商说
了算，业主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情况下，
如果个别开发商利用自己处于市场支配
地位的优势囤积居奇、坐地起价，不仅会
加剧停车难、停车贵，还容易引起纠纷、
激发众怒，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尽管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谁维护”的原则，开发商可以对拥有完全
产权的停车位收费自主定价，但这并不
意味着经营者就可以自由涨价，任性而
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
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遵循诚信
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不得违反法
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营利法人从事
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

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
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开发
商享有车位物权，但在制定收费标准这
件事情上，自主定价权并不是开发商的

“免死金牌”，还有法律的制约。具体来
说，自主定价必须要遵循公平、公正、合
法、诚信的原则，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
求等因素，充分考虑社会消费水平和业
主的承受能力，以及周边同地段楼盘车
位收费情况，制定合理的停车费收费标
准，禁止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价格歧视、
牟取暴利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应该看到，个别小区之所以将停车
费标准定得过高，其症结在于掌握定价
权的开发商在追逐利益最大化。这种由
开发商单方面决定的随意涨价行为，有
可能因失公平而涉嫌违反《合同法》，也
有可能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涉嫌违反

《反垄断法》，同时有可能因侵犯业主知
情权及共同管理权而涉嫌违反《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甚至有可能因存在暴利而
涉嫌违反《价格法》。对此，主管部门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商品和服务价格监管机
制，通过指导制定议价规则、发布价格行
为指南等方式，引导开发商诚信守法经
营，坚决查处各种乱涨价、变相涨价等价
格违法行为。同时，还要针对交易双方
地位不对等的问题，调整业主与开发商
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让业主在小区自治
方面拥有充分的知情权、议事权和话语
权，使停车收费标准更加趋于规范与合
理，能够得到大多数业主的认可。

“自主定价”不等于“自由涨价”

□徐曙光

露营火了，垃圾多了……据媒体
报道，当下，北京一些热门露营地垃
圾遍地，很煞风景。除了随手乱扔，
还有人故意把垃圾埋起来，或隐藏在
树丛草堆里，极大增加了清理难度。
有团队在一次清山活动中，竟一次性
清理出300 多公斤垃圾。（6月21日
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年来，因受疫情影响，原本那
种背起行囊想走就走的旅行方式受
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对于不少人
来说，外出旅行似乎成了一种奢
望。因此，每逢节假日，许多人不得
不选择就近游玩，野外露营也随之
应运而生，并逐渐在各地红火了起
来。相关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21
年，国内露营营地市场规模从 77.1
亿元猛增至 299 亿元，预计 2022 年
增 速 达 到 18.6% ，市 场 规 模 达 到
354.6亿元。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有些乡村田
野，蜂拥而至的游客随处“安营扎
寨”，由于一些人的不文明行为，无形
之中污染了优美的乡村原生态环境，
使文明旅游大打折扣。有的游客在
乡村野外露营游玩过程中，由于不注
意文明小节，随意采摘花草、践踏草

坪、乱扔垃圾、大声嚷嚷等不文明现
象时有发生，引起了当地村民的反
感。也有一些游客不顾环境污染，
在河边草地上搭起炉子进行烧烤，
既污染了空气又污染了水质，离开
之后，往往留下满地垃圾和油污，
这种行为既不文明又不雅观，破坏
了乡村原生态美景。

比如重庆广阳岛是一个较为热
门的露营地。当地村民小刘说，大部
分游客游玩后，都会自觉带走垃圾，
也有小部分游客搞完活动后不会清
理垃圾。当地村民张婆婆则表示，以
前村子里安安静静，孩子们随意走
动，大人们都很放心。但现在，每到
周末，很多车子从村子驶过，且车速
较快，让人担心孩子的安全。还有的
人周五晚上就过来露营过夜，又是播
音乐又是放烟花，影响村民休息。

笔者以为，每一名露营者应处
处与文明相伴与美德同行，尊重当
地乡村的民风民俗，尽量做到不破
坏乡村原生态环境，走后不要留下
任何垃圾。每一名游客应该从身边
入手，从自身做起，在野外露营过程
中真正把美丽乡村当成自己的家一
样来爱护，把自己真正融入到文明
旅游、呵护生态、保护环境的实际行
动当中去。

露营者应与文明相伴
与美德同行

□沈峰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升群
众安全出行意识，6月15日，拱北街道联
合拱北交警大队在迎宾南路与桂花路交
叉路口设置“拱北街道文明交通宣教
点”，行人一旦被执勤人员发现存在交通
违法行为，就会被“请”进宣教点接受15
分钟的交通安全现场学习教育。（《珠江
晚报》6月18日03版）

拱北街道联合交警部门设置文明交
通宣教点，行人闯红灯要罚“听课”15分钟，
值得肯定。设置文明交通宣教点主要是以
教育为目的，希望通过现场教育，让交通违
法者明白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行人闯红灯，轻则影响车辆通行造
成拥堵，重则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
害。正因如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早就对行人文明通行有明
确规定。然而，“中国式过马路”却屡禁

不绝，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未能对闯红灯
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因此，拱北街
道联合交警部门设置文明交通宣教点，
给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行为予以“听
课”15分钟的“罚单”是十分必要的。治
理行人闯红灯，主要目的就是提升行人
交通安全意识，让行人自觉遵守社会秩
序和交通法规，把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人
生当中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

从严约束，首先是执法约束。即通
过严格他律，让人们真正做到不闯红灯、
不随意穿越道路、不翻越隔离护栏等。
一旦逾越规矩，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另外，从严约束还包括自我约束，即通过
严格自律，让人们慎独慎微，即使在夜深
人静、没有摄像头的地方，也应恪守交通
规则。好的习惯，并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对于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从严约
束，由外至内，内外兼施，就会逐渐收到
效果。

治理行人闯红灯理应从严约束

□苑广阔

乘客乘坐网约车的时候，不小心
把手机落在了车上，联系司机索回时，
乘客希望支付 100 元辛苦费，司机却
非要 500 元。最后乘客被迫转账 500
元才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同时选择了
通过网络曝光这件事。（6月20日《华
商报》）

这件事的本质，其实是一个“拾物
索酬”的问题，而“拾物索酬”的背后，
则又可以从道德与法律两个角度来进
行解读。乘客不小心把手机落在网约
车上，那么不管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
从法律的角度，网约车司机都应该归
还，但到底是有偿归还，还是无偿归
还？如果是有偿归还，这个“有偿”的
标准又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认真讨
论的话题。

从网约车司机的角度来看，如
果对于拾到的物品愿意无偿归还，
自然体现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是
值得肯定与赞扬的。但是作为失
主，却不应该把别人的无偿归还当
做一种理所应当的事情，尤其是在

对方为了保管、储存、送还遗失物而
付出了必要成本的前提下，那么主动
提出给予对方一定的报酬，或者叫

“感谢费”，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行
为。《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
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
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里的“必要
费用”，包括了拾得人为了归还财物
过程中所产生的保管费用、误工费
或车马费等。

就以上述事件为例，网约车司机
要归还乘客遗留在车上的手机，主要
成本就是在归还过程中所产生的费
用。如果是亲自开车送还，则可以按
照接送乘客的费用来计算；如果是通
过快递方式归还，则主要就是快递的
费用。这些费用，应该说是合理的，
如果超出了这样的合理费用而狮子
大开口，则不但是不道德的，同时也
是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拾物索酬”
的问题，一方面要做到“你情我愿”，
双方要多从道德角度来考虑问题，不
能只想着自己而让对方吃亏。另一
方面，双方对问题的解决，既要符合
道德规范，也要符合法律要求。失主
不能连合理的费用也不想付出就拿
回自己的遗失物，同样的道理，拾得
人也不能为了归还别人的财物就狮
子大开口。

“拾物索酬”应符合道德与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