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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有多位花呗用户向媒体反
映，收到“花呗服务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签
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以下简称《授
权书》），同意授权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查询/报送相关信息。随即，“花呗将全面接入
央行征信系统”的消息迅速蹿上热搜第一。截
至发稿，该话题已超过5亿的阅读量。

尽管花呗方面回应称，在用户授权的前提
下，花呗的相关信息会逐步纳入征信系统。正
常使用花呗，保持良好使用、还款习惯，不会对

征信记录造成负面影响。但该话题依然引发了
网友们的广泛讨论与担忧。

事实上，花呗作为一种金融借贷产品，和
其他金融机构所开发的贷款产品本质上是一
致的，所以，花呗和其他金融机构接受同样的
监管是理所应当的。

将花呗纳入到征信系统，是为了让花呗和
金融机构的竞争更加公平。一直以来，花呗因
为其放款要求更低，比银行贷款资格审核手续
更简洁，而获得了大量用户。因此，将花呗纳入
征信系统，就是要让花呗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
处于同一个赛道之内公平竞争，这也能够回归
资源配置的本质。

对于花呗自身来说，将个人用户在花呗的
借款和逾期、违约信息纳入央行征信系统，有
助于对违约者起到一定的约束和震慑作用。与
同行比较，花呗的杠杆率并不低，所以还款率
和坏账率决定了花呗经营的稳定性，当违约者
因为征信问题，拖欠款项成本提升之后，也将

有利于花呗回收欠款。
花呗的接入能够为整个信用评价体系提

供更多元、更丰富的维度，一个动态的信用制
度也得以进一步形成。也就是说，花呗纳入征
信意味着征信信息的覆盖能力更强，对于一个
人的信用评定将更加全面客观，缓解了征信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从社会角度看，花呗纳
入征信也丰富了信用体系。

传统的金融机构的信用服务更多偏向于
个人和企业的贷款，额度较大，即便是近几年
快速发展起来的信用卡业务，其体量与这些相
比也仍然较小。而花呗则不同，它诞生于消费
贷款，额度较小，消费次数更加频繁，也更加灵
活，额度变化的频率也更快，对用户的消费习
惯刻画更加细节。两者综合起来，无疑会让用
户的信用画像更加立体完善。

当然，也有网友担心，自己使用花呗、白条
这类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会不会影响自己以
后从银行借房贷、车贷，会不会被“歧视”？答案

是否定的。无论从银行的贷款资格评估和花呗
等产品本身的属性来看，只要用户有良好的还
款习惯，不出现逾期等不良现象，那么这些记
录反而会成为银行贷款评估的重要依据，有助
于贷款额度的审批和提高。而且，根据公开数
据显示，目前花呗已有超过5亿用户，任何银
行都不可能放弃如此规模的客户群体，更不太
可能搞“歧视性”规则。

纳入征信，会不会对花呗的盈利能力有所影
响？笔者认为，从客观短期上来说，的确会有一些
影响，但那些因接入征信而放弃花呗的用户，其
本身的还款或就具有一定风险，通过接入信用体
系而筛选掉这些风险因子，对于花呗来说也是一
件好事。从长期来看，完善信用体系的形成将会
促进信用市场良好信用生态的形成，无论是互联
网金融还是实体金融都将从中获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教授） 相关报道见07版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
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
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
重”这一建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答复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

‘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
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这一事件迅速受到了社会关注。
“农民工”概念首次提出于上世纪 80 年

代，指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客观而言，随着
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农民工”这一称呼以及
所代表的群体，在现实语境中确有被轻视甚
至被歧视的一面。人大代表希望在公共语境
中消除这种轻视和歧视，让进城务工人员获
得尊严，这个愿望是良善的，值得重视。地方
政府部门在回应中积极呼应这个愿望，显现
了良好的互动性。

但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客观陈述进城务
工人员特征的概念，本身并无歧视意味。无论
是最初的提出概念，还是今天的正常使用，都

没有刻意贬低这一群体的恶意。而经历了数
十年的观念和内涵演变，农民工也形成了自
身特有的价值观和形象。农民工群体中的优
秀代表，频频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评价体系
中登上荣耀位置、受到各种表彰，就是一例
明证。

因此，将“农民工”等同于歧视性语言，并
不客观。

实际上，类似的争议早已有之，希望用新
的名称代替“农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想
法。但要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语
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称谓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消解
这一差别，不在于改变一个名称。根本之道，
在于让这一群体获得更好的待遇，消弭与普
通市民之间的待遇差异，从而“倒逼”部分偏
见者改变既有的观念和态度。

社会学早已说明，如果各方面待遇都没
有差别了，称谓的差别自然会淡化。以“打
工人”为例，当众多打工者的境遇大为改
善，甚至一部分打工者成为高收入者，关于

“打工人”的调侃，还会有多少人视为歧视？
而假如农民工拿着“很香”的工资，在地方
的落户政策上也受到关照，叫不叫“农民
工”又有多大关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伍里川

正常借按时还，有啥好怕的？

将“农民工”等同于歧视性语言，并
不客观。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
语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这些落马官员的腐败问题虽
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
忘记为政一方的初心，在思想堕
落后陷入经济腐败，最终为自己
的错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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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跟上了，叫不叫“农民工”又何妨？

花呗接入央行征信
让互联网金融回归资源配置的本质

“社交牛掰症”有啥好牛的？

“梗”下的认同焦虑不能忽视

“从未对党忠诚老实”的
王立科被双开

愈加说明反腐没有休止符

9月22日，2021年成都成华区第二
季招引攻坚重大产业化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举行。据悉，此次成华区现场集中
签约了中国铁建西南投资总部、欧亚国
际科创产业城、七一珺月城市综合体、
国信国际电竞产业园、倍益康智能制造
基地、洲际海峡能源西部总部等16个重
大产业化项目，总投资约592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成华区集中
签约的重大项目涵盖文化旅游、智能
制造、商务商贸等多个领域。其中，欧
亚国际科创产业城项目由欧亚经济合
作组织对外合作中心投资建设，依托
欧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全球资源，引入
原子能医学、绿色能源等产业，打造以
外企总部基地、新兴国际社区为主的
欧亚国际科创产业城。

据介绍，今年以来，成华区引进一
批高能级产业化项目，着力实现开放
型经济高质量发展。1-8月，哈啰出行
西南区域总部、金地威新人工智能创
新基地、新疆贝肯能源西南区域总部
项目等相继落地成华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电竞产业园、熊猫度假区……

16个重大产业化项目
集中签约落地成华区

9月22日，记者从蜀道集团获悉，
当地时间9月21日23时，由蜀道集团四
川路桥参与修建的“世界第一跨”——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钢箱梁安装
工程最后1片梁段，在中土韩三国工程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安装就位，标
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关键阶段
性进展。

大桥钢箱梁安装工程的成功完
成，是四川路桥自2月12日进场拼装缆
载吊机、6月7日顺利安装首片钢箱梁
后的又一关键节点。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跨越土
耳其马尔马拉海西端的达达尼尔海
峡，连接欧亚两洲，为双塔三跨悬索
桥。该桥为双向六车道，桥梁主跨长度
为2023米，格里玻鲁侧（欧洲岸）边跨
长度为770米，拉普塞基（亚洲岸）边跨
长度为770米。大桥建成后将超越日本
明石海峡大桥，成为世界上主跨最长
的桥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一纸通知：
街道办撤销业委会备案登记
称选举中存严重违法

前段时间，乐山井研县锦绣幸
福海岸小区公示栏里，突然张贴出
一则《通知》，称小区业委会选举违
法，撤销业委会的备案登记。这则

《通知》是井研县研城街道办发出
的。《通知》称，2020年12月18日该小
区业委会选举办法和表决结果均严
重违法，决定撤销业委会备案登记，
收回备案证明；由公安机关收回依

据备案证明许可刻制的公章并予以
销毁。

该小区业委会于今年2月1日备
案登记，为何现在住建部门建议街
道办予以撤销？上述函件称，根据部
分业主投诉，经调查核实发现业委
会选举办法中的部分规定违反《物
权法》，从选举结果来看，候选人“得
票数”未超过业主总数的半数仍当
选，“得票面积”也未统计。

根据《物权法》规定，选举业委
会成员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
数的业主同意，俗称“双过半”，指的
就是“得票数过半”和“得票面积过
半”。而该小区业委会选举办法中，
候选人“得票数”超过参加投票人数
的一半即可，而不是《物权法》规定
的超过小区总人数的一半。

锦绣幸福海岸小区位于乐山市
井研县城幸福大道，于2015年10月
交房。去年7月，开发商向研城街道
办提交申请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业
委会。随后，该小区成立首次业主大
会筹备组，包括当地住建、街道、社
区和业主代表等13人，共同制定了
选举办法。

2020年12月18日至24日，该小
区首次业主大会召开。今年1月14
日，小区筹备组发出的公告显示，业
主大会通过了小区居民公约、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等，并选举袁女士等5
人为首届业委会委员。业委会会议
推选袁女士、何先生为业委会主任
和副主任。

由于部分业主对前期物业服务
存在不满。8月，业委会组织召开第
三次业主大会，经表决确定了中标
物业公司。

8月26日，业委会公示了公开选
聘物业的结果。但第二天晚上研城
街道办就在小区公示栏内张贴了上
述撤销《通知》。

记者调查：
筹备组成员包括多部门
全程指导选举却未予“纠错”？

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
现，2020年8月17日，该小区成立首
次业主大会筹备组，13名成员中包
括时任研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姚磊
（组长）、井研县房地产保障服务中
心副主任石建强（副组长）、城南社

区党委书记胡启航。
根据筹备组讨论通过的业委会

选举办法显示，选举为无记名投票，
根据选票统计结果以得票高低顺序
选出业委会委员，获选委员得票数
应超过参加投票的总投票数的
50%。不过，从当时的《物权法》来
看，该选举办法确实与法律规定存
在冲突，为何当时没发现？

对此，石建强告诉记者，筹备
组第二次开会时他是委托同事去
的，等他发现问题时，当时选举办
法的公告已经贴出去了，“如果半
途又再来纠错，感觉又不好的，但
做了补救措施，重新制作了选票，
对选票上的业主姓名、联系电话、
产权面积等项目进行了完善，就算
选举办法有问题，但下一步也方便
统计和追溯。”

1月13日，筹备组组织公开唱
票。从唱票结果来看，候选人得票
均超过参加投票人数（906人）的一
半 ，但 未 达 到 整 个 小 区 总 人 数
（1777人）的一半，且未统计“得票
面积”，显然不符合《物权法》规定
的“双过半”。

不过，当天筹备组相关人员当
场宣布，按得票数从高到低，前面5
人当选为业委会委员，后面2人为候
补委员。随后，业委会会议推选委员
袁女士、何先生为业委会主任和副
主任。次日，由城南社区代章的筹备
组对此选举结果进行了公告。

2月1日，业委会副主任何先生
带着备案登记材料先后来到城南社
区和研城街道办，两方均同意备案
登记并予以盖章确认，同时抄送给
了井研县房地产保障服务中心。

从筹备组成立到选举办法出
台，从业主大会召开到公开唱票，从
选举结果出炉到完成备案登记，全
程都是在住建、街道和社区的参与
和指导下进行，却一次又一次错过

“纠错”的机会，直到备案6个多月后
才予以撤销备案。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
钢箱梁安装完成

四川团队参与修建
“世界第一跨”

小区业委会起诉街道办，当地介入调查

业委会起诉街道办
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不过，在锦绣幸福海岸小区业委
会成立后，启动选聘物业工作期间，
有3名业主向法院提起了业委会业主
撤销权纠纷一案，要求判令公开选举
业委会的全部选票，撤销业主大会作
出的选举成立业委会的决定等。

对此，法院判决认为，小区业
主大会和业委会选举中出现的争
议，应由相关行政机关处理，不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畴，
驳回了3名原告的起诉和上诉。

此前，针对部分业主对业委会选
举的质疑，井研县住建局于1月25日
公开回复表示，该小区业委会筹备组
会议决定事项及流程均按照《四川省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流
程进行并按规定由社区带章公示。

4月19日，城南社区和研城街
道办均在业委会提供给法院的《小
区选票的情况说明》加盖公章，对
业委会选举选票的核实情况进行
说明，证明“情况属实”。

在此情况下，小区业委会正常
开展工作，又召开了两次业主大会
选聘物业，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如今，随着一纸撤销通知，难道成
为“无用功”？

袁女士认为，业委会的成立符
合筹备组通过的选举办法，相关部
门也全程参与，且已备案登记。9月
6日，业委会一纸诉状将研城街道
办事处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研城
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撤销业委会备
案的通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据研城街道办事处、城南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关于锦绣幸福海岸小
区的纠纷，井研县多个部门已经介
入，正在展开全面和系统的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
爱刚 摄影报道

“小区业委会选举办法和表
决结果均严重违法，决定撤销业
委会备案登记，收回备案证明；由
公安机关收回依据备案证明许可
刻制的公章并予以销毁……”

这则街道办发出的《通知》，
最近在乐山井研县锦绣幸福海岸
小区炸开了锅。原因在于，该小区
业委会成立不久，于今年2月1日
备案登记。如今仅仅过去半年多，
就又被撤销备案登记并收回公
章，堪称“短命”。

对此，该小区业委会颇不理
解。“当初几个部门全程参与指导
业委会的选举，同意备案并盖
章。”业委会主任袁女士十分纳
闷，为何过了6个多月又撤销？到
底谁该为此负责？

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此
事展开调查和处理。

最 新 进 展

昨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
布消息，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
记王立科被“双开”。据“双开”通报，王
立科存在问题多多且很严重：经查，王
立科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
党忠诚老实，政治上毫无原则，丧失

“四个意识”，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大搞政治投机、
攀附贴靠；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
区政法系统特别是公安系统的政治生
态；腐化堕落，大搞钱色交易；长期为
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其中，两个

“从未”表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过
去官方对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会出现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述，但像王立
科这样“从未有过理想信念、从未忠诚
老实”的表述，确实少见。

思想的堤坝一旦溃塌，就很容易
被不正当利益诱惑，逐步堕入腐败的
陷阱。王立科早年在辽宁任职，后来调
任江苏，长期在公安、政法系统担任领
导干部工作。然而，正因为在思想上堕
落腐化，他没能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
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查。

简单梳理可发现，今年以来，全国
已有多地的政法委书记被查。截至目
前，今年落马的22名中管干部中，政法
口成为“打虎数量”最多的领域。这些
落马官员的腐败问题虽各不相同，但
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忘记为政一方的
初心，在思想堕落后陷入经济腐败，最
终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反腐没有休止符，它关乎党和国
家的前途与命运，也关乎广大民众的
切身诉求。类似王立科这样盘踞在政
法系统内的腐败官员，只有被依法查
处，才能塑造
更 加 健 康 廉
洁 的 政 治 风
气，才能让社
会 的 公 平 与
正 义 得 到 充
分体现。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西蒙

在新词层出不穷的今天，“社交牛掰症”
是个相对容易理解的概念，即与“社交恐惧
症”相对，指在大众社会行为中外向、不怕
生、自来熟，且游刃有余。

当然，“社交牛掰症”概念也并非突然
诞生。据梳理，其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初
生代网红“焦双喜”在网络上发布各类短视
频，其中《B哥的一天》就以“用洗衣粉在马
桶里洗头”等极具戏剧性、搞笑、出格、夸张
的行为而引人注目。这被认为是“社交牛掰
症”的雏形。

这个概念首次成为热门是在今年7月。在
B站某UP主搬运“焦双喜”的《B哥和路人支持
鸿星尔克》视频评论区，有网友用该词总结了
自己的观后感。随后，这一非常具有网络特性
精准概括的概念，便频频出现在各种类似的
视频和图文中，随即成了一股热流。

“社交牛掰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
的猎奇心理。当然，它更像一个具有娱乐性质
的“梗”，一些日常被压抑不被允许的行为或
某些长久背负的“社交压力”，在这些人身上
得到了释放，也就获得了暂时的心理愉悦。

“社交牛掰症”走红，“梗”下的认同焦虑

也不能忽视。在“社恐成为标配”的当下，大
量年轻人才会对“社牛”另眼相看。在类似视
频或图文的评论区，有大量表示“羡慕这个
心理素质”“此刻很需要”的人，这足以说明，
对于“社交恐惧症”和社交平庸的人来说，

“社牛”本身代表着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甚
至被认为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生活困
扰；更说明，在较为浮躁的社会氛围下，年轻
人很难和谐自处，常常在网络热点的追随中
迷失自我。换句话说，出现了在社会认同和
自我实现间的失衡。

但要注意的是，网络上的“社牛”视频更
多是一种“表演”。一些UP主们不过是为了流
量而刻意追求出格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普通
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模仿借鉴。现实生活
中，“社牛”和“社死”往往在一线之间。而这
样的后果，不是谁都能承受的，因而也成为
了阻碍人们在公共场合“放飞自我”的重要
因素。

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不会盲目。无论
“社恐”还是“社牛”，其实都只是一种和社会
相处的方式，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内心，理
解自己的行为，最终接纳自己。所以，在这场

“社交牛掰症”的狂欢中，不妨也静下心来想
想，什么才是更适合自己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锦绣幸福海岸小区

研城街道办发出的撤销备案通知

成立半年后突被撤销，选举过程中存在违法？

“短命”业委会如何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