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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票标准怎样才能回归本意
□毛建国

以身高为准也好，以年龄为
准也罢，更关键的还是把儿童权
益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刚满 10 岁的女儿到上海迪士尼乐园
游玩，却因为身高超过规定标准被要求补
买门票。 广东省高院法官刘超认为，按照
身高标准收取门票费用不合理，将上海迪
士尼乐园诉至法院。 9 日下午，该案在上
海浦东新区法院川沙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上海迪士尼乐园认为，该乐园目前门票规

停车场不应成
“宰客场”
□杨玉龙
近日， 韩先生因在北京西站南广
场地下停车将近 56 个小时，交了一千
多元的停车费而感到不解。无独有偶，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多位网友称北
京西站地下停车场存在收取“
天价停
车费”现象，质疑其违反发改委相关规
定。
对于停车场运营方而言， 其定价
标准是根据规定、测算、成本、周边停
车场情况等条件决定的。 诚如北京西
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介绍，
其定价主要是以停车场的车位数量、
每个时段进出车辆数量、 运维成本为
依据确定的。 而且根据相关规定，
“
封
顶价格”并非强制要求。但如此一味地
向“
钱”看，追逐利益，可曾想过客户的
真切感受？
尽管上述不设“封顶价格”并不违
背相关规定， 但是作为重要交通枢纽
之地的停车场， 也应该摒弃如此收费
的经营理念。据报道，与北京西站南广
场地下停车场的做法相反， 一些停车
场就设置了“封顶价”。 比如，北京南
站、 首都机场其全天停车收费标准均
低于北京西站停车收费标准， 其中北
京南站地下停车场每日封顶金额为
192 元。
“让
其实，设置“封顶价”不单单是
利于客户”，更深层次来讲，未尝不是
在助推城市良好形象的树立。 其中道
理不难理解， 如果每家停车场都奉行
不设“封顶价格”的理念，增加的是用
户的停车成本；但是，一旦停车场收费
都高不可攀，谁还愿意来
“挨宰”？
当然， 对于停车场不设“
封顶价
格”的现象，不能只让消费者忍气吞声
或怒怼，相关部门不能对其放任不管。
毕竟 3000 多元、8000 多元停车费，不
是小数目， 即便符合运营商的自主定
价规矩，但也不合理。相关部门有必要
对其经营行为加以引导。
一言以蔽之，笔者以为，把合法合
规的事情办得“更合理”，才能贴近人
心，才不会落得“宰客”之嫌。

则设置合理， 价格则符合市场价格定位，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这段时间因为儿童票发生的争议很
多，也因此引起了人们对于儿童票标准的
关注。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6.7%的受访家
长认为以身高作为儿童票收取标准不合
理，57.6%的受访家长认为以年龄作为收
费标准更公平、更合理，53.1%的受访家长
认为以年龄为收费标准更灵活、 更能服
众。 可以看出，以年龄为标准，更符合人们
对于儿童票的向往。
也有人提出，以年龄为标准，会带来
其他问题。 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成

本问题。 以身高为标准，最为简单不过，只
要拉一条线就行了；以年龄为标准，则需
核对身份证件，必然带来成本的上升。
其实， 儿童本来就是一个年龄概念。
即便是迪士尼乐园， 主流也是“年龄先
行”。 查询发现，除了上海迪士尼，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迪士尼乐园都是按照儿童年
龄制定的门票优惠政策。
现在的争议似乎是在标准上。 人们之
所以希望儿童票以年龄为标准，是因为现
行的儿童票身高标准， 大大滞后于时代。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儿童身高已经大大提
高了，对比一下《儿童身高体重标准表》就

可以看到。 按照迪士尼的门票标准，长得
高的孩子 6 岁左右就要买半票，11 岁左
右就要买全票。 这在事实上，已然剥夺了
一些未成年人享受优惠的权利。
其实，儿童票标准的核心不在身高年
龄，而在于儿童福利能否实现。 只要实现
了儿童福利， 即便延用身高标准也无不
可。 只是身高标准需要跟得上孩子的个
头，不能还留在上个世纪。
关注儿童票标准实质是关注儿童权
益保护。 以身高为准也好，以年龄为准也
罢， 更关键的还是面对发展的时代现实，
把儿童权益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办事大厅岂能“冷热两重天”
□冯海宁
“这么热的天，工作人员吹着空调，
而办事大厅里连风扇都没有，我们热得
实在难受。 ”近日，南昌市民李小姐向记
者反映，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高新大队
办事大厅里热得像蒸笼，来办事得出一
身大汗。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丁义珍式窗口”曾被多次关注，这
次又暴露出“冷热两重天”，看来与办事
大厅有关的新闻故事真不少。 近几年，
相关问题一经曝光都会立即整改。 笔者
相信南昌高新交警办事大厅和交通事
故处理大厅在舆论监督下会尽快给办
事群众送上清凉。
改正这种具体问题其实并不难，为
办事大厅购置空调就可解决。 但要改变
有关部门的“心”，却有一定难度，因为
工作人员享受空调，却让办事群众汗流
—只让自
浃背，暴露出一种“区别心”——

己舒服不顾群众感受，这是办事大厅服
务态度的一种反映： 没有真正关心群
众。
相比几年前，绝大多数公务办事大
厅从硬件到软件、从效率到态度总体上
改进了不少，这是值得称赞的进步。 但
仍有一些服务细节存在问题，如“办事
大厅冷热两重天”， 会让办事群众身体
和心里“双难受”。 出现这种问题，既是
因为缺少换位思维也是因为缺乏服务
标准。
如果有关部门设身处地将自己摆
放在办事群众的位置，显然办事大厅不
会出现两种温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要
想改善办事大厅的服务态度，有必要让
相关部门负责人经常像办事群众一样
去服务大厅亲身体验，只有经常换位体
验，才能体会到民众的冷暖。
更重要的是，很多行业和企业早就

有了相应的服务标准，但很多地方公务
办事大厅至今却没有自己的服务标准。
检索发现，虽然一些地方发文提出政务
服务“
标准化”，但内容却是简单粗糙。
笔者认为，所有公务服务大厅都应
该推行服务“标准化”， 标准越详细越
好。
政务服务虽然与市场服务存在不
同之处，比如两者的服务内容、服务方
式、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但也有相似之
处，即必须让服务对象满意，否则服务
的效果和意义就打了折扣。 既然市场化
服务体系越来越细化和标准化，那么办
事大厅的政务服务也应该如此。
期待“冷热两重天”尽快回归“一重
天”， 让办事群众与工作人员享受同样
的温度，更希望以“两重天”为契机，尽
快制定
“
地方版”的办事大厅服务标准。

科研作物频被偷，防护措施何时能跟上
□夏熊飞
近日，湖南农业大学位于浏阳基地 系到教学科研甚至学生的毕业，却依然
的科研玉米被当地村民偷摘。 学生称， 采取“放养”的管理模式，让游客、周边
他们全班科研竞赛实验因此受影响，损 村民轻易就能“成功作案”，就实在有些
失上千万，还有一位同学可能因此不能 说不过去了。
毕业。 7 月 10 日，湖南农业大学校方回
对于这些偷盗科研作物的村民，不
应称， 已调整学生毕业论文试验方案， 能“不知者无罪”，也不该“法不责众”，
并加大基地安全建设和科普宣传力度。 农大的师生已经报警，那警方也应根据
此次科研玉米被偷之前，该校种植 科研基地的损失情况，对参与偷摘玉米
的科研油菜花也发生过被游客盗摘影 的村民进行责任追究。 只有如此，才能
响学生毕业的状况。 接连发生多起科研 够产生威慑效果，让他们及其他对科研
作物被偷事件，固然有游客、周边村民 作物“
心存不轨”者望而却步。
素质不高，行为不文明以及不了解科研
而更重要的是科研基地的防护措
作物价值的因素使然，但也与高校防范 施必须要跟上，修筑围栏围墙、加装监
措施没有及时跟上有关。
控、 加大安保人员配备等都必不可少。
这些科研作物在一般人眼里，与平 “无知无畏” 的偷摘者犯事后可能会受
常的作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游客、周 到法律的惩处，但对他们的惩处却无法
边村民不清楚科研作物的价值情有可 挽回科研方面的损失，所以作为管理方
原，但作为种植方的高校，明知道这些 的高校，必须要防患于未然，筑牢第一
科研作物极其珍贵、价值不菲，而且关 道防线。 不说实现安保的全覆盖，至少

也得对一些重点科研作物加大防护力
度，别让科研基地真成了任人自由出入
的菜园子。 这既是对学校科研成果的保
护，也是确保学生权益不受侵犯的必要
之举。
湖南农业大学回应称将“加大基地
安全建设”， 这样的举措虽然来得有些
迟，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但愿校方承
诺的防护措施能及时跟上并落到实处，
别让“
偷菜”闹剧再上演第三季。

遗 失 声 明
因不慎，将河南人民广播
电台三门峡记者站陈俊杰的
法人章遗失。
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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