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公
投前的说法袁 如果希腊全民公投
反对国际债权人协议草案袁 将在
圆源小时内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遥 但
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这显然太过乐
观遥首先袁就以往爱尔兰尧葡萄牙尧
西班牙尧 塞浦路斯等救助经验来
看袁从提出救助到最后达成协议袁
至少需要一周至一个月时间袁此
后还需要经过欧元区各成员国议
会批准遥

欧盟知名智库布鲁塞尔欧洲
与全球经济研究所主任沃尔夫
说袁 既然退出欧元区代价巨大成
为共识袁 所以并不排除在希腊银
行实行资本管制期间开启新一轮
谈判遥

沃尔夫预计袁 尽管债权人因
感觉到被要挟而不太情愿袁 但双
方会开展新谈判袁 且最后达成的
协议较之以往稍微有利于希腊遥
他说袁 最好的结果是达成一个对
希腊而言实施更少紧缩措施但更
严格的改革措施的协议遥

在希腊全民公决拒绝接受国
际债权人野改革换资金冶协议草案
后袁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远日
宣布辞职遥

瓦鲁法基斯说院野全民公投结
果宣布后袁 我获悉欧元区财长会
议的参加者和各种耶伙伴爷有某种
耶倾向爷袁希望我噎噎耶缺席爷会议曰
总理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对他达成
协议有潜在帮助遥因此袁我今天辞
去财政部长职务遥 冶

但他也表示院野我认为有责任
在渊总理冤齐普拉斯认为合适的
情况下袁帮助他利用好希腊人民
通过昨天的全民公投给予我们的
资源遥 冶

瓦鲁法基斯说袁野拒绝冶 应该
立即转化成对合理解决方案的
野支持冶遥他说袁解决希腊债务问题
的协议应该包括债务重组尧 减轻
紧缩措施尧 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以及真正的改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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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早已疲于应付希
腊债务风波的债权人，把希腊
公投投票与希腊的欧元区地位
挂钩，声称“YES”表明希腊会
留在欧元区，“ＮＯ”则导致希
腊退出风险猛增。

而就在7月5日举行的希腊
公投结果显示，希腊人以压倒
性多数否决了国际债权人6月
25日提出的救助协议草案。

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意
味着希腊的未来之路会平坦，
希腊退出欧元区仍存在真实的
可能性。希腊何去何从，欧元区
和欧盟如何应对？这将是希腊
和欧盟共同面临的大考验。

公投说 后

齐普拉斯曾说袁希腊人自古以来就是勇敢的水手袁从不惧怕驶向未知
的水域遥 而希腊的全民公投和资金管制袁实质上已经将希腊和欧盟都拖进
了野未知水域冶遥 如何在这片水域弄舟袁需要高超的政治尧经济尧社会等综合
技巧遥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袁未来一段时间希腊政府需要迎接五大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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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迫切的挑战在于袁已经关门一周的希腊银行能否在苑
日开门营业遥如果银行能正常开业袁重新获得民众授权的齐普拉斯政
府就能闯过第一个险关袁在与债权人谈判时也会硬气许多遥但银行开
门需要真金白银袁需要欧洲中央银行为其提高流动性上限遥

第二，能否尽快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遥如果裹挟民意而来的齐普
拉斯政府在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袁双方在苑月苑日之前达成野对希
腊更好的协议冶将更加困难遥 换言之袁齐普拉斯让希腊付出极大经济尧
社会代价赢得的全民公投袁实际上不一定能成为他谈判桌上的筹码遥

第三，能否按期偿还欧洲中央银行贷款遥 希腊远月猿园日未能偿
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袁欠欧洲央行的猿缘亿欧元贷款苑月圆园日将到
期遥 如果希腊不能在此前获得资金袁就不可能还款遥 而不偿还这笔贷
款袁欧洲央行可能停止向希腊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袁最终可能导
致希腊银行系统崩溃遥

第四，如何修复被全民公投撕裂的内外关系遥公投使希腊的年
轻人和老年人尧有存款的人和没存款的人尧在职者和失业者站队袁激
起了数十年从未出现过的民意对立遥 公投也让债权人与希腊政府之
间互不信任的裂痕进一步加深遥 齐普拉斯在全民公投后发表的首次
讲话中呼吁希腊人努力重建社会和谐袁 并感谢欧洲公民对希腊人民
的支持袁实际上反衬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遥

第五，希腊能否真正推进改革遥 希腊之所以走到今天袁从历史
上看是因为近代以来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变革机会袁 导致漠视国家利
益的庇护主义大行其道袁 盘根错节的家族和地方势力成为改革和发
展的绊脚石遥面目清新的激进左翼联盟党执政近半年来袁在改革方面
乏善可陈遥从齐普拉斯政府召回已经被裁撤的国家公务员尧中止私有
化进程等举措来看袁有些方面甚至在走回头路遥

姻 相关新闻
希腊财长宣布辞职

批安倍历史观
谷口现年愿缘岁袁在日本外务省工

作近源园年袁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等
职务袁卸任外交职务后从事国际关系
研究遥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举例
说袁 安倍今年源月在美国国会发表演
讲时袁野只谈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袁忘记
了与中国尧 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遥
这不仅引发邻国不满袁也令不少美国
人担心遥 冶日本广岛大学国际研究所
副教授西田竜也在研讨会上发言时袁
批评安倍野在历史问题上的说法和作
为是很大的问题冶遥

野我必须批评他的历史立场袁冶西
田说袁野比如袁安倍曾说很难定义耶侵
略爷袁 给其他国家以他想推翻历史定
论的印象遥 又比如袁他参拜了靖国神
社袁招致亚洲各国和美国的忧虑遥 同
时袁安倍政府要求渊日本冤历史书必须
清楚说明钓鱼岛和竹岛渊韩国称野独
岛冶冤是日本固有领土遥 他的耶民族主

义爷立场反映在这些事上袁在东亚尧世
界引发了不少问题遥 冶

“挑事”为留任
安倍圆园员圆年上任后推出货币宽

松尧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经
济政策袁即所谓野安倍经济学冶遥不过袁
经济学出身的谷口说袁对野安倍经济
学冶袁他野不是很乐观冶遥

谷口认为袁野安倍经济学冶成功与
否袁取决于日本与美国尧中国等国家
的经济关系袁野尤其是中国袁日本的出
口依赖中国经济增长冶遥实际上袁日本
国内商贸尧金融等领域时有要求安倍
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遥

既然如此袁 安倍政府为何要采取
在南海问题上渲染和制造地区局势紧
张等不利于中日关系改善的动作呢钥
谷口分析袁安倍把南海出现冲突尧在领
土问题上野示硬冶等作为提高其支持率
的野好机会冶遥借这些动作袁他野试图尽可
能长时间地执政冶遥 据新华社

日本学者谈该国对外政策要要要

安倍亚洲政策“叫人忧”
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上，两名日本学者

对安倍晋三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亚洲邻国的政策表示忧虑。
“我很担心安倍在亚洲的政策，”日本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

研究所教授谷口诚说，“因为他的政策不平衡，对美国有利，但不利
于亚洲邻国。”

伊拉克官员说袁 一架俄制战斗机远
日发生技术故障袁在首都巴格达的居民
区上空掉落一枚炸弹袁致死至少员圆人遥
发生意外的是一架苏霍伊战机袁

用于打击极端武装野伊斯兰国冶的空
袭行动遥伊拉克官员说袁事发时袁这架
战机正在返回基地途中遥

伊拉克军方发言人萨阿德窑易卜
拉欣准将说袁 战机发生技术故障袁导
致炸弹掉落袁击中巴格达东部的新巴
格达区遥

易卜拉欣说院野由于技术问题袁一
枚炸弹卡住了遥 在战机返回基地途
中袁它掉到了民居上遥 冶

在现场参与搜救的警官和医疗人
员说袁员圆名死者中袁有猿名儿童和两名女
子遥 按他们说法袁另有至少圆缘人受伤遥

由于未获授权接受媒体采访袁这
两名官员要求匿名遥

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袁在断瓦
残垣中寻找受害者遥美联社所获视频
画面显示袁 一名伤者被盖上毯子袁送
上救护车遥

俄罗斯和伊朗去年向伊拉克提
供了数架苏霍伊原圆缘战机袁用于打击
野伊斯兰国冶袁这些战机大多老旧遥 另
一方面袁美国承诺向伊拉克提供猿远架
云原员远战机袁但迄今没有交付遥

去年远月袁 伊拉克爆发严重武装冲
突袁包括野伊斯兰国冶在内的反政府武装
相继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遥
近几个月来袁武装分子一直试图从安巴
尔省向巴格达推进遥今年缘月袁政府军失
守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遥 据新华社

伊拉克军机掉落一炸弹
击中巴格达居民区 导致12人死亡希腊公投结果袁 六成以上民

众向国际债权人救助协议说不遥
希腊会退出欧元区吗钥

一个字院难浴
熟悉欧洲政治的人士可能

对此深有体会院如果说激烈争吵
是欧洲政治的一种日常表象袁那
么理性妥协则是欧洲政治的一
种基本品格遥激烈争吵是为了赢
得更多相对利益袁而理性妥协则
是为了锁定双方都无法放弃的
绝对利益遥
欧洲只要常葆妥协精神袁不论

希腊债务风波多么险恶袁争吵多么
激烈袁都不太可能引发希腊退出欧
元区这样重大的野双输冶结果遥不论
雅典还是布鲁塞尔袁向对方说野不冶
容易袁说野退出冶难浴

据新华社

姻 新华时评
相信欧洲
能过希腊这一关

希腊何去何从不

24小时内达成协议？

进程

谈判将“有利”于希腊？
预计

“80后”骨干医生
为何选择逃离医院？

———公交卡押金被“磨光”调查

想退公交卡？
先扣磨损费！

手中的公交卡“完好无损”，

退卡时竟被扣掉“磨损费”，直至

公交卡押金全部扣完。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城市的公交卡企业打

着折旧费、维护费、磨损费等各

种名目变相收费，“蚕食”着公交

卡押金，让押金“有去无回”。小

小一张卡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野押金不能全
退给你袁 要扣掉每
个月 员 元的磨损
费遥 冶在南京工作多
年的马先生即将到
外地工作袁 他在地
铁站退还公交卡

野金陵通冶袁 想要取
回 猿园元押金时袁却
被告知要扣除 野磨
损费冶遥

不少市民和马
先生一样袁 在办卡
时对野磨损费冶并不
知情袁 不退卡不会
遭遇此事遥 记者在
南京大多数地铁站
采访发现袁 办卡时
工作人员只是询问

办记名卡还是不记
名卡袁并未告知野磨
损费冶相关事项袁办
卡处附近也没有明
显标识遥 野作为公益
性企业袁 收什么费
应该和老百姓明
示遥 冶市民周女士抱
怨道遥

野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共交通行
业本该凸显其公益性袁 是一种为了
让公众获益而设的保护性垄断遥冶吴
宇认为袁 公交卡企业不能利用既已
占有的垄断地位袁追逐商业利益袁而
淡忘了公益遥

专家指出袁公交卡野磨损费冶应
该在运营企业间的经营活动中解
决袁不应野雁过拔毛冶遥 在北京等城
市袁退卡就没有折旧费这一说法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认为袁利用押金收取野磨损费冶既
是变相逐利袁 又是故意模糊公众视
线的野障眼法冶遥虽是区区一件小事袁
却野磨耗冶着公众对公益性企业的信
任袁相关部门要积极监管袁谨防押金
沦为部分人利益的野小灶冶遥

业内人士还指出袁 公交卡押
金收取多少尧利息如何袁资金怎么
运营袁都应该公开透明袁更要建立
一个畅通的渠道袁 让市民对此进
行监督遥 据新华社

事件

要要要以成本压力为名义遥 在许
多城市袁 公交卡的使用领域已从公
交尧轮渡尧出租尧地铁拓展到超市尧公
园尧停车场等多个小额消费领域袁这
些公益项目都需要投入遥

根据南京市物价局文件袁圆园园园
年发的 远园万张卡是为市民免费发
放的袁投入为 员愿园园 万元曰圆园园缘年至
今又对超过 圆园园万张老版卡进行免
费更换袁投入巨大遥南京市市民卡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由于涉及
重新更改数据库尧 二次销售以及可
能引发的客服矛盾袁 旧卡不能重复
利用袁退卡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袁所
以收取折旧费以平衡遥

要要要巧借野磨损费冶名目袁打法
律的擦边球遥根据 圆园园员年颁布的管
理办法袁 事业单位提供经营性业务
或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提供生
产经营业务袁 推广使用 陨悦卡所需
费用袁通过对用户的业务价格补偿袁
不得向用户单独收取费用遥 为控制
发行费用袁对不单独收费的 陨悦卡袁
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向用户收取押
金遥 因此袁基于押金上扣除的野磨损
费冶就打了个规定的野擦边球冶袁避开
了野单独收费冶的名头袁实际上是野拐

着弯儿冶收费遥
记者了解到袁目前野磨损费冶还没

有相应的国家法规相配套袁皆由企业
自行规定遥 例如袁南京野金陵通冶卡收
取每张 猿园元的押金袁 依据的是南京
市物价局 圆园园圆年的批复遥 然而在这
个批复里袁 只规定了押金自 圆园园圆年
源月 圆园日起从每张 圆园元涨到每张
猿园元袁并未提起到野磨损费冶遥

要要要管理部门默许袁凸显监管
漏洞遥 对于收取野磨损费冶的行为袁
相关部门大多采取的是认可或默
认的态度遥 公开资料显示袁南京工
商部门认定了 叶金陵通记名卡章
程曳符合叶南京市合同格式条款监
督办法曳遥此外袁南京物价部门 圆园园圆
年的批复指出袁当时的空卡成本为
圆远.苑圆元遥 据透露袁制作成本近年来
已有下降遥 野但相关部门并没有调
整政策遥 冶

吴宇指出袁 公交属于公益性垄
断行业袁 任何一项收费都应当经过
相关部门的批准袁 而相关部门也需
要依据有关法律来决定是否可以收
取费用遥 野耶磨损费爷 额度是怎么定
的钥有没有第三方来鉴定钥是否应当
把成本转嫁到市民头上钥 冶

“磨损费”
每月1元

记者调查发现袁 还有一些地区的公交
卡也存在类似现象院 浙江舟山公交卡和市
民卡合并后袁退公交卡需扣一笔野折旧费冶袁
一年的折旧费是 源元曰 江苏苏州推出苏州
市民卡后袁过去的野苏州通冶卡还能继续使
用袁但若退还野苏州通冶袁要从原来的 源园 元
押金里扣除每个月 员元钱的维护费遥

野收取耶磨损费爷没有法律依据遥好比你去
饭店吃饭袁还要付餐具的磨损费吗钥 冶北京盈
科渊南京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宇律师指出袁
目前国家并没有相关法规支持 野磨损费冶的
合理性遥野押金的设定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袁
其所有权并没有改变袁 在双方法律关系不
存在且无其他纠纷后袁押金应予以退还遥 冶

质疑

“磨损费”于法无据

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尽管
尚无权威统计数据，但一批年轻人正加速从医生岗位逃离，却是不争
的事实。其中，三甲医院“80后”骨干医生的离开尤其令人担忧。记者采
访了三名已离职的“80后”前医生，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无奈。

回应

“退卡造成资源浪费”
记者查询到 圆园员源年 苑月 员日实施的

叶金陵通记名卡办理章程曳 中规定院 卡有
弯尧折尧裂尧破等或其他人为损坏的袁不退
卡押金遥 而第十二条指出院交纳押金的卡
外观及性能完好的袁 卡押金在扣除磨损费
后退还袁磨损费自购买月起按 员元/月计算袁
最高 猿园元封顶遥 野也就是说袁两年半之后退
卡袁押金一分钱也拿不到了遥冶许多市民质疑
这样藏着掖着收野磨损费冶是否合理遥

对此袁南京市市民卡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院退卡是持卡人的权利袁但会造
成资源浪费袁大量退卡会给企业带来沉重
的成本压力袁因此企业自主提出了退卡收
取磨损费的规定袁并已报相关部门备案遥

揖讲述铱在我工作的急诊科袁一半
医生被病人打过袁包括我遥有次后半夜
值班袁一位 源园多岁的求医者说自己有
胃癌袁要求开野杜冷丁冶遥 按规定袁这属
于管制药品袁必须有病历尧诊断证明袁
而他什么资料都没有遥 我刚说了 猿个
字野不能开冶袁还没来得及解释原因袁他
就抓起桌上的瓶子砸我袁 又扑过来抓
我遥幸好当时有男护士拉开了他袁又叫

保安尧打 员员园袁把人带走了遥
我们一线医生像惊弓之鸟袁谈

野病人冶色变遥同行间交流袁野听不懂冶医
生所说尧住院床位紧张尧晚间休息不允
许探视等野任何理由冶袁都有可能导致
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挥拳就打尧 拿刀就
刺遥 而医护人员被打尧被刺后袁又常常
不了了之袁一笔糊涂账遥患者能不能有
一些常识袁不要无限制地要求医生钥

原因 无安全感谈“病人”色变1
揖辞职者铱李鲁渊化名冤袁野愿园后冶袁医学学士袁辞职前为东部沿海某地

级市某三甲医院医生袁工作 苑年后辞职袁现在当地一所卫生学校教书遥

揖讲述铱 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观
点是袁中国看病难尧看病贵袁医生靠看
病挣钱袁乱开大处方尧大检查遥但以我
在日本留学所见袁以及和其他国家同
行交流袁我觉得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
反袁 中国的医疗服务水平绝不落后袁
中国事实上给国民提供了远超于中
国国力的医疗保障袁而其中医生的劳
动报酬和服务价格被强行压低了遥

在日本袁医生有选择权遥 想赚钱袁
去私立医院曰想赢得声誉袁就去大学医
院遥病人求诊袁首先去社区医院或者是
私立医院袁不行再转诊到大学医院遥仅

以挂号费为例袁 不同类型的医院就能
拉开梯次遥我曾因尿路结石求诊袁挂号
费 圆园园园日元袁 相当于人民币 员远园元袁
而遇到的医生还没有我自己懂行遥

而国内呢钥既然大医院的挂号费
和社区医院差不多袁那为什么不去大
医院钥 结果就是患者大量涌向大医
院曰社区医院门可罗雀无人问津遥 这
种局面又阻碍了社区医疗水平的提
高和规模的发展袁形成恶性循环遥

希望野医改冶将部分资金拿出来直
接补偿一线医生的收入袁让医生可以合
法体面地过上与自身贡献相称的生活遥

原因 无信任感对“医改”仍有迷茫2
揖辞职者铱金杰渊化名冤袁野愿园后冶袁某 怨愿缘高校医学博士袁留学日本

一年袁辞职前为东部沿海省会城市某三甲医院医生袁工作 圆年后辞职遥

揖讲述铱我妻子也是医生袁两个人
原来算是双职工袁职业上能互相理解
和鼓励袁可是两个人都很忙袁根本顾
不着家遥而且袁现在从业环境险恶袁患
者维权意识很强烈袁对医院期望值又
过高袁冲突纠纷防不胜防遥 大家都说
医生救死扶伤袁是高尚的职业袁可为

什么从业者自己感到没有尊严钥
辞职前后袁明显发现医生的性价

比太低要要要要要我当医生时月薪 源千
元袁每天工作在 员园小时以上袁基本无
节假日曰 现在的工作月薪 远千元袁工
作时间固定 愿小时袁我还可以回家照
顾孩子遥 据新华社

原因 无尊严感收入性价比低3
揖辞职者铱林嘉渊化名冤袁野愿园后冶袁某 怨愿缘高校医学硕士袁辞职

前为东部沿海某省会城市某三甲医院医生袁工作 猿年后辞职遥

“磨损费”为何横行多年

对变相收费说“不”声音 〉〉〉

探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