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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用户花费 450元通过网络问诊平
台向儿科医生咨询，得到的回复却是“最好带孩子来看
一下专科门诊”，这样的回复让用户觉得“货次价高”。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投诉可以找到不少，主要集中在

“互联网问诊医生的回复慢、回复内容对治疗没有帮助”
几个方面。（6月8日中国之声）

互联网医疗因其方便、快捷的特点，不仅帮助患者
减轻了排队候诊之苦 ，而且也能有效分流患者，减轻医

疗机构、医生工作压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
层，当是未来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现
实情况却是，网络问诊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正在经
历身份之惑、问诊之惑和监管之惑，引发投诉不断。最
典型的例子是，在线问诊交费 450元，只换来建议医院
就医，如此网络问诊，更像是“有偿问路”。

早在 2000年，我国开始出现“互联网＋医疗健康”
的平台，资本市场一致认为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于
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以丁香园、好大夫、春雨医
生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吸引大量医生与患者加入，提供在线
诊疗在内的系列服务。新事物成长过程中，问题也逐渐显
现，回复慢、诊疗未达到预期，是网络问诊行为最常见的投
诉。虽然业内人士透露，75%的投诉者得到了退款，但也
对“网络问诊有何意义”产生了质疑。

必须承认，网络问诊在“远程会诊、避免盲目就诊以及
慢性病管理”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对于网络
问诊这种形式来说，想要良性发展，医生、患者与平台

方的定位都应该准确。病人要知道，网络问诊不能代替
现实中的就诊；医生也应该意识在付费的情况下，应该
给病人提供有价值的回答；对一些有争议的问诊过程，
网络问诊平台应该给医生一个相对来说公道的一个评
判，比如组建同行评议团队，来维护医生的正当利益。

若想网络问诊能够健康发展，监管部门当有所作
为。互联网医疗监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
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互联网企业和患者多方合作，共
同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相
关部门已经出台了规范互联网医院的规章，相关部门应
尽快细化落地措施，比如出台细则明确如何集合卫生、
公安、网信等部门力量，加强有效监管，如何对网上违
法行医行为进行处罚，压缩未经审批登记的互联网诊疗
平台生存空间。此外，应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
尽快公布合法合规的互联网医疗机构名单和举报电话，
尽快开放互联网医疗机构资质查询系统，引导群众到正
规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就医问诊。

莫让“网络问诊”沦为“有偿问路”
□ 汪昌莲

互联网医疗监管，是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
要多个政府部门、医疗机
构、互联网企业和患者多
方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
康的发展环境。

议 堂众

为确保网络订餐安全，山东自4月26日起，在全省开展净化网络订餐专项整治行动。截至6月1日，山
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0.12万家，责令整改14793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10200家。 商海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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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姆勒旗下共享汽车品牌 car2go将于 6月 30日全
面停止在中国的运营，此前“友友用车”“麻瓜出行”

“途宽易”等共享汽车平台陆续“出局”，拥有数百万
用户的途歌也因经营困境多次被合作伙伴起诉冻结资
产……近年来，巨大的市场“蛋糕”吸引众多资本进
入共享汽车领域，但平台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导致

“洗牌”加剧，服务能力建设滞后导致用户体验差。那
么，下一步共享汽车将驶向何方？（6月9日新华社）

共享单车“烧钱”大战基本结束，大部分共享单
车企业淘汰出局，市场归拢到几大单车企业手中，在
形成区域市场垄断的现状下，为了生存和实现盈利，
共享单车“涨价潮”已不可避免，这也是新兴行业从
狂热到冷静的表现。目前，共享汽车的“烧钱”大战
正酣，有不少共享汽车企业已败下阵来，或将重蹈共
享单车的覆辙，我们拭目以待。

据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分析预测，2025年中国
分时租赁汽车将达到60万辆，未来中国共享出行将达
到每天3700万人次，对应的市场容量高达每年3800亿

元，潜在需求带来的关联市场容量，有望达到1.8万亿
元。巨大市场“蛋糕”，吸引众多资本进入共享汽车领
域，一些大型国有车企也重金“杀入”，“烧钱”大战
愈演愈烈。然而，目前全国共享汽车企业超过 50家，
且大多处于大规模的投入期，都没有盈利。由于运营
成本高，一旦资金链断裂或难以为继，用户押金难
退，淘汰出局将是其最终的命运。“友友用车”“麻瓜
出行”等共享汽车平台纷纷出局，就是这样的例证。

与共享单车低成本“圈钱”不同，共享汽车的运
营成本高，收取用户的押金也不菲，少则上千元，多
则数千元。但是，光靠挪用押金来维持运营，如果没
有足够多的用户，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一部分运营
者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在车辆保养和维护及用户服务
等方面，就会“缺斤少两”，导致用户体验差，车辆破
损或出现故障也得不到及时维修，从而造成用户不断
减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败走“麦城”也就成了必
然趋势。因而，共享汽车企业和平台只有注重提升服
务质量，为用户提供性能安全良好的乘用车，才能吸
引越来越多的用户，并利用平台和车辆多渠道增收，
而不是一味想着从用户身上“薅羊毛”，才能立于市场
的不败之地。

毋庸置疑，用户使用共享汽车应当爱惜车辆，有
闯红灯等违法交通行为要主动接受处罚。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有用户驾驶共享汽车飙车、漂移或恶意破
坏，造成车辆损坏严重，加大了共享汽车的维保成
本。而一些用户乱停乱放、拒绝处理违法交通行为，
也让共享汽车运营者非常头疼。因而，交警等执法部
门有必要依法规范和约束共享汽车用户，这对规范共
享汽车市场和保护运营者的合法权益，均具有积极的
现实意义。

共享汽车是“烧钱”的新兴行业，有“先驱”，也
必然有“烈士”，经营不善被淘汰出局属正常现象。共
享汽车运营者应摆脱“押金为王”“烧钱补贴”模式，
避免重蹈共享单车的覆辙。

共享汽车别重蹈共享单车覆辙
□ 丁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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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发布通
报，对驻马店市上蔡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阻止农户机收
小麦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事件进行了通报。“近日，新闻
部门报道了我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影
响空气质量检测数据为由，阻止农户机收小麦，要求农户
70亩小麦全部用手割。”通报认为这种做法极其错误。（6
月8日《新京报》）

为了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各职能部门采取一系
列治理措施，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为了监测数据光
鲜，就禁止农民用机器收割，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这样
因噎废食的管理，从一个侧面说明，个别领导干部决策时
并未从群众的立场去考虑，根本没把群众的利益当回事。

事实上，环保工作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农业是个时令性很强的行业，抢收抢种无非
几天时间，即便机割会造成暂时性污染，也应特殊情况特
殊对待。然而，只因担心扬尘对监测数据产生不利影响，
上蔡县城管局就剥夺了农民的机割权利，真叫一个任性。
不顾天时农时，无视民心民意，以牺牲群众利益换取监测
数据好看，如此急功近利，恰恰暴露了官僚主义做派和形
式主义作风。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
小组办公室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反对环保形式主
义，坚决制止各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行为。笔者觉得，

“坚决反对和制止”不能停留在纸面上，相关部门有必要
启动问责程序。毕竟，群众苦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久矣，
只有发现一起严惩一起，才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收麦禁用机割

把群众利益往哪摆
□ 武西奇

办卡不知套路深，商家转眼就变
心。短短一年，笔者遭遇三次商家跑
路：一是洗车店，100块钱的卡刚洗一次
车店铺关门；二是豆浆店，办的充值卡
一段时间没去店铺就换了招牌，卡上的
电话也打不通；三是健身房，三年的健
身卡去了不到一年，老板跑路。

真如一首打油诗所言：夏日炎炎心
中冷，商家跑得没有影。明里套来暗里
套，层层设套骗钞票。你方跑路他登
场，一出一出谁能挡。店里闹罢网上
闹，骗子在哪不知道。血本无归暗低
头，一腔幽怨泪空流。预付消费实在
乱，不治难解客户怨。

单次消费没有折扣，办卡充值享受优
惠，很多商家以会员制经营，推行预付卡
消费，消费者也感觉更加实惠。于是，美
容美发办个卡、运动健身办个卡、洗衣洗
车办个卡、饭店消费办个卡……如果各方
均守规则，各取所需，各得其利，那么
预付式消费模式还是值得肯定的。但
是，一些商家看到通过发卡可快速回笼
资金，开始打起了坏主意，制定霸王条
款，让客户持续增加消费项目，甚至恶
意关店跑路。

中消协发布的由人民网舆情数据中
心协助整理的 《预付式消费舆情报告》
显示，近些年有关预付式消费的舆情信
息量整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报告汇总
分析2016年至2018年来预付式消费热点
舆情话题，发现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尤
以商家关店失联、卷款跑路情况最为严
重，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最多。

不怕老赖不要脸，就怕出事没人
管。尽管商务部2012年就曾出台《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对
发卡企业进行备案管理,但这一办法只是
针对企业发行预付卡作出的管理规定,并
不适用于个体户。实践中不少跑路商家
仅为个体户,对这些个体工商户能否实行
预付式消费经营、谁来监管,法律并无明
确规定，这些预付卡处于“无备案、无
存管、无监管”的“三无”状态。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事后维权,难度很大,既要有足够的证
据,还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商家携预付卡余额跑路，消费
者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会面临因缺失经营主
体而无法受理的困境；选择报警，警方也为难，因为预付卡
纠纷属于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不能确定诈骗的话很难立
案；还有人想走司法程序打官司，但由于此类纠纷案值较
小，消费者多不愿花费时间精力，往往会放弃。

比如商丘这家健身房关门后，200多个会员成立了维权
微信群，但是找不到商家无法当面理论，报警后警方没有立
案，新闻媒体也曝光了，现在依然没有结果。

其实，这种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不能完全
交由消费者自己防范、自己维权，应当通过立法加强监管,
明确法律责任,切实堵塞漏洞,防范化解风险。

法规要健全。要杜绝商家卷款跑路，应有具体的法规进
行规范，明确具体的监管部门和法律责任，从源头上规范预
付式消费。上海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2019年 1月 1日起，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将
众多个体工商户纳入监管范畴，有望弥补此前的监管空白。
其中就经营者办理预付卡及退卡事项做出详细规定，并对违
反规定行为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惩处要严厉。要用足刑事手段,凡是以预付式消费之名,
行骗取消费者钱财或吸收公众存款之实的,只要构成犯罪的,
都应刑罚伺候;同时用足信用惩戒手段,凡是跑路的商家,一律
纳入失信黑名单,全面挤压这些“老赖”生存空间。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办卡骗钱的商家，这句话希望
你好好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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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一位女网友发帖称，世界
环境日自己为了践行环保理念，在公园清理了很多垃圾。
但一名自称是该公园工作人员留言，事发公园本身并无垃
圾，是该网友分批次将4麻袋垃圾运进公园，并将垃圾倾
倒于此，“摆拍”完成后，扬长而去，并配上“监控录像
截图”。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区分局告诉红星新闻，经调
查，这位女网友和自称该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两人，实
际上为互相串通炒作。（6月6日澎湃新闻网）

反转新闻更能引发公众关注，这一点可以肯定。然
而，他们借助新闻反转来宣扬环保理念的初衷，值得怀
疑。我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环保队伍，不过，清
理垃圾的摆拍造假，是对公众的情感伤害；而所谓“揭露
摆拍”的补刀，也是将对公众情感和公信力产生反作用，
于宣扬环保理念并无多大的益处。

退一步，我们姑且相信他们合谋炒作是反向宣传，意
在激发公众的环保理念。可是，如此的反向宣传真能起
到激励环保的作用吗？恐怕是一厢情愿罢了。试想，今
后当我们看到有人做好事，清理公共场所垃圾时，第一
反应会是什么？估计是“坐等反转再反转”，而没有了点
赞的勇气和底气。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串通炒作反转新闻，
不是为了宣扬环保，真实的小九九不过是为自己的自媒体
吸粉，增加关注度，收割流量罢了。说白了，它仍然是披
着善意外衣的网络营销。因此，与其说他们反向宣传是撒
播环保理念，倒不如说这是他们随意抛洒网络垃圾，这样
做，对环保理念是一种无言的伤害。

撒垃圾摆拍再反转

“反向宣传”伤害环保
□ 黄齐超

5月30日至6月5日，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貌督查情况、环境卫生督查情况、以及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等，对三区及办事处进行考核排名，现将结果予以通报。

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

考评对象

睢阳区政府

梁园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监督

指挥中心（60分）

53.86

54.14

52.47

市容市貌环卫

督查（35分）

31.40

28.49

28.87

媒体曝光、领导

批示等（5分）

5.10

5.08

5.00

合 计

88.36

84.71

83.34

排

名

1

2

3

考评对象

睢阳区东方办事处

睢阳区古宋办事处

梁园区前进办事处

睢阳区文化办事处

睢阳区古城办事处

示范区民欣办事处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监督
指挥中心（60分）

60.00

60.00

59.46

59.68

60.00

57.75

市容市貌
环卫督查（35分）

31.25

31.00

29.50

28.75

28.50

30.50

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等（5分）

5.40

5.40

5.00

5.40

5.00

5.00

合计

96.65

96.40

93.96

93.83

93.50

93.25

排名

1

2

3

4

5

6

睢阳区新城办事处

梁园区平原办事处

梁园区八八办事处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

示范区平安办事处

梁园区解放办事处

梁园区白云办事处

示范区平台办事处

梁园区长征办事处

梁园区东风办事处

梁园区建设办事处

示范区中州办事处

57.98

58.97

57.49

56.18

57.14

57.00

54.29

58.39

58.63

54.95

57.94

53.89

30.25

28.75

29.50

30.50

29.25

29.25

30.75

27.25

27.00

30.00

25.50

29.50

5.00

5.00

5.40

5.00

5.00

5.00

5.80

5.00

5.00

5.00

5.00

5.00

93.23

92.72

92.39

91.68

91.39

91.25

90.84

90.64

90.63

89.95

88.44

88.39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据武汉市纪委监察委网站消息，近期，武汉市纪委监委通
报7起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社区负责
城管工作的党总支委员运用P图技术处理图片，假称完成环境
问题整治，被给予处分。（6月8日中新网）

根据通报显示，2019年2月15日，武汉市城管委“武汉城
管服务监督平台”陆续发布前川街前川社区范围内背街小巷有
20多处需要整改的点位图片，在有效整改时间结束前仍有8处
未整改，因担心整改不到位会影响街道和社区“大城管”分
数，涉事单位相关人便动起了歪心思，通过将原问题图P成整
改后图片上传以应付。但不成想丑行败露。

P图应付整改背后是形式主义与应付主义，对此绝不能小
觑。从形式主义来讲，涉事单位很可能将上级相关部门要整改
照片视为一种“形式”，甚至报有一种侥幸心理；而从应付主义来
看，对于涉事单位来讲，P图应付整改后，很有可能就此将整改
工作打住，乃至于沾沾自喜，以后工作中难免还会使用。不过，
这样的P图应付整改缺是作风之弊，更是政治生态之害。

P图应付整改就须问责。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只有让涉事
者认识到错误，受到相应的责罚，一则才会对这样的干部起到
警示教育，让相关单位从中汲取教训；二则才会让后来者不敢
肆意而为。

同时，也正如媒体指出，当浮于面上的形式主义逐渐得到
遏制，作风建设必然越来越多地聚焦“新变种”和“细微
处”。而这样的“新变种”和“细微处”，P图应付整改就是典
型的代表。应该看到，网络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便捷着人
们的生活及工作，但也为一些部门造假应付提供了便利。于
此，对于相关部门而言，就应该从细微处加强防范。

据悉，武汉市这起P图应付整改案例，其中相关人员被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以及受到诫勉处置，可谓是咎由自取。而问责
之后，一方面应该对未整改的问题即时跟进，确保环境问题取
得整治实效；另一方面也应举一反三，通过各种手段让P图应
付整改及其它作假行为现身，并使其得到应有的国法及党规政
纪处置。

P图应付整改就须问责纠偏
□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