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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

【整治“零添加”的坑人套路】

又见“大头娃娃”，让公众心痛而愤怒。针对宣
称“0激素”的婴儿用抑菌霜造成不良反应一事，目
前漳州市卫健委已责令企业召回涉事产品，并联系检
测机构进一步检测。更多事实真相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近年来屡屡曝出的婴儿用品激素超标现象，值得引
起重视。一些不法商家以“零添加”“绿色健康”为
幌子，暗地里添加各种激素和添加剂，给不明就里的
消费者造成伤害。针对“零添加”的种种坑人套路，
必须举一反三、加强监管，把有害产品清除出市场，
还老百姓一个安心、放心。

【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不能“裸奔”】

饿了么骑手在送餐途中猝死，平台却以与骑手无
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引发人们对
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关注。外卖骑手顶风
冒雨、走街串巷，挣的是辛苦钱。骑手要快跑，但权
益保障不能“裸奔”。新用工模式不断涌现，相关
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也应及时跟进、不断完
善。让快递小哥系上保障“安全带”，行业发展才会
更有温度。

@中国新闻周刊

【别让二维码成为“唯一码”】

针对有商家强制“扫码点餐”，南京消协明确表
态“消费者可以拒绝扫码点餐”。智能生活是趋势，

但一定要尊重消费者选择权，要让人用得舒
心而不是糟心，要让人感到友好而不是强
迫。须警惕二维码成为“唯一码”，你可以
让我选，但不能没得选！

热 议

来 论

随着快递行业的迅猛发展，社会上
出现一种新的诈骗方式，叫“到付骗
局”。很多人明明没有网上买东西，却
收到一个到付的快递，而打开快递却发
现无非是一些几块钱的地摊货，价值远
远低于到付款。

此类“到付骗局”是以小博大、普
遍撒网的方式，受害者一般会收到数据
线、沐浴露、指甲剪、毛绒玩具，甚至
是几张废纸，根本不值钱。而且一旦钱
款支付后，就会到达骗子的账户上，无
法退回。

看起来简单粗暴，骗术却屡屡得
逞，说到底还是骗子做了不少功课。仔
细分析，“到付骗局”从实施到骗到
钱，至少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关，就是要有客户信息。有
的骗子一天要发送一两千件快递，那
么多的收货人信息是如何得到的？原
来网上有人专门卖快递单。有媒体调查
发现，只要在 QQ 群查找中输入“快
递单”，就会立即出现数百个符合条件
的 QQ 群，大部分 QQ 群的成员都在
100人以上，成员们在群里热火朝天地
洽谈“业务”。印有完整个人信息的快
递单竟被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一条售价
4角到1元。

第二道关，就是要确保快递寄出
去。如果快递公司严格落实快递实名
制、验货、信息溯源机制的话，骗子就
不能使用虚假的地址、身份信息、联系
电话发货，“到付骗局”也就不会顺利
上演。但是一些快递公司为了自身利
益，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甚至明明意
识到这可能是骗局，也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为骗子开了“绿灯”。

第三道关，就是受害人愿意支付快
递费。按说，一个人没有网上买东西，
却收到来历不明、莫名其妙的快递，而
且需要“到付”，是要保持警惕，不应
该轻易支付快递费用的。但是偏偏现在
很多人习惯了网购，自己都记不清楚到
底买了多少东西，所以误认为是自己买
的吧，就“踩坑”了；还有的人以为是亲戚或者朋友寄
送给自己的东西，不看寄送人信息，就轻易支付了快递
费用，着了骗子的“套”。

所以，打击“到付骗局”也必须环环相扣。一方
面，要严厉打击买卖快递单等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
行为，斩断网络黑色利益链。在大数据时代，很多电
商、快递公司、手机APP等储存有大量个人信息，这
给不法分子获得这些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要想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法律规范、行业标准、技术等方面
持续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严厉打击不法分子泄露、交易个人信息。

另一方面，快递公司应该承担主要监管责任，不能
默许或无视员工违法乱纪。快递公司收件时，应该对异
常的快递业务提高警惕，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投
诉纠纷较多的寄件人进行甄别、警示，这样从源头防范
并减少盲发快递。对于那些明知是骗局仍然为骗子提供
帮助的，快递公司决不能姑息；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同时，面对骗子骗术不断花样翻新，消费者也要
提高防范意识，提高识别骗局的能力，不能一直交

“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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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张照片刷爆网络，冲上热
搜。这张照片，如果不仔细看，以为是普
通的雪景。照片中大雪纷飞，一群人推着
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车艰难前行。照片中
的主角是大连海洋大学青年抗疫突击队的
17名志愿者。网友称这张照片为“移动的
雕塑”。据悉，疫情发生后，这支抗疫突
击队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为师生运送食
品和防疫物资。

风雪中，“移动的雕塑”与天地同色，
让人泪目。其实，自疫情发生以来，这样
的感动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画面每天都
在上演。感动我们的有白衣执甲、逆行出
征的医护人员，有临危受命、紧急攻关的科

研人员，有严防死守、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
者。这次戳中我们泪点的是一群00后，平
均年龄只有19岁的大学生志愿者。

“移动的雕塑”之所以登上热搜，是
因为它传递了抗疫硬核力量。面对突如其
来的严重疫情，全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
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阐述了伟大的抗疫精神，其中
就有“举国同心、命运与共”的内容。17
名志愿者手挽手、肩并肩，雪中跪地合力
前行的画面，再一次传递了同呼吸、共命
运，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抗疫硬核力
量。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没有人能独

善其身。只有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
一处使，才能让抛锚的巨轮驶出漩涡。

“移动的雕塑”只是抗疫长歌中的一个音
符，但它唱响了“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动
人旋律；“移动的雕塑”只是抗疫长卷中
的一个缩影，但它描绘了“人心齐，泰山
移”的感人画卷。

“移动的雕塑”之所以感人至深，是
因为它见证了中国精神。看到“移动的雕
塑”，让人禁不住想起一幅幅画面：“九八
抗洪”时，一群人跳进咆哮的江水中，用
人墙筑起一道血肉堤坝；汶川地震时，几
十名救援人员在陡峭的山路上，以人为
梯，冒雨托举生命……这些画面不同，情

节相似的感人瞬间，同“移动的雕塑”一
样，成为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难仍
不断发展壮大的硬核力量。困难面前豁
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
用大爱护众生，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能
够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直脊梁的强
大支撑。看到“移动的雕塑”，网友评论
最多的一句就是：这就是中国精神，中国
力量。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
的凡人。“移动的雕塑”被推到了聚光灯
下，引来好评如潮。那些没被发现的“移
动的雕塑”，正默默无闻地书写着抗疫的
合格答卷，汇聚成抗疫的磅礴力量。

“移动的雕塑”传递抗疫硬核力量
□ 焦风光

日前，杭州市政府出台全国首个加装电梯政府规章
——《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自2021
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审批
机制、表决条件、安全监督等重点问题。（1月8日《杭州
日报》）

眼下，在很多城市，六七层以下的老旧楼房一般没有
安装电梯。但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和提
高，不少居民对自己的居住条件和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
其中，加装电梯的呼声最高，许多小区居民把加装电梯列
入了议事日程，甚至是办事日程。

但由于同住一幢楼的住户对各自利益考虑的分歧，加

装电梯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反而会遭遇“一人反对”的困
局。而“一人反对”的往往是一楼住户，其理由也“振振
有词”，不外乎是因为一楼不用乘坐电梯、影响采光、电
梯噪音大、占用楼道空间等原因。近年来，各地因“一人
反对”而导致加装电梯搁浅的事已发生多起。

但事实上，如果站在一楼住户的角度来看，其提出反
对加装电梯的理由确实很实际。可以说，虽是“一人反
对”，其实并无大错。但是不是就因为其理由很实际、无
大错，就让众多居民向往的加装电梯这件好事搁浅了呢？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此次，杭州出台全国首个加装电梯政府规章，通过地

方立法的形式破解“老楼加梯”难题，无疑值得借鉴和推
广。笔者以为，无论是从情理上来说，还是从利益上而
言，这都是一个妙招。

一方面，从情理上来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大家同住
一幢楼，低头不见抬头见，和睦的邻里关系是最重要的。
如果邻里之间仅仅为了加装电梯的分歧而闹出一大堆的矛
盾和纠纷，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因此，要从邻里情入
手，对反对者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情，使反对者
从情理的角度同意并支持小区加装电梯。另一方面，从利
益上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加装电梯对一楼住户而言，
显然是弊大于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加装电
梯时要考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采取永久免缴物业
管理费，或拿出一部分电梯使用费给予补贴等，让一楼住
户也能从加装电梯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同意并支
持小区加装电梯。可见，以地方立法助力“老楼加梯”确
实非常必要。

各地不妨多多借鉴和学习以地方立法助力“老楼加
梯”的做法，使因加装电梯而利益受损的业主能从中获取
一定的经济补偿，由反对变成支持，从而让“老楼加梯”
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地方立法让“老楼加梯”不再难
□ 廖卫芳

便民热线号码多、记不住，热线服务资源分散，电话
难接通，群众办事多头找……这些困扰你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今后有望通过拨打“12345”解决。国办日
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
见》，明确今年底前，各地区设立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号码服
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一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1月8日新华网）

毫无疑问，这一“明确”不仅大刀阔斧，直击时弊，同时
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归并规范力度可谓空前。这些年，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自己的便民热线。这本来是
件好事，但现实中由于资源分散、缺乏整合归并以及力量
不足等原因，致使许多便民热线都存在热线不热、服务效
能低下等问题，甚至有的已经沦为“僵尸热线”。总之，
时下许多便民热线或无存在的必要，或属于滥竽充数，不
仅浪费资源，更让人民群众反感，严重消解着政府部门的
公信力。可以说，这样的便民热线，“有”比“没”可能
更糟糕，更令人失望。

进而言之，便民热线不在多而在精。便民热线在数量
上做减法，在服务效能上做加法，既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
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各地应严
格按照上述《意见》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紧紧抓住“12345”这一政务便民服务的“总客服”，
实现资源归并融合，形成高效协同机制，确保热线打进人
民群众的心坎里，确保问题有人解、诉求有人办、过程有
人督，整体提升热线归并后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以实
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关切。

便民热线不在多而在精
□ 张国栋

宁波市政企合力放大招，以“薪”留人，更以“情”
留人，许多社区和企业纷纷出“招”：有的策划以春节

“生活集市不打烊”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有的送上红包
补助、旅游享受、专项消费、线上补贴等“春节礼包”；
有的投资提升街道健身中心，将在春节期间免费对广大员
工开放；有的将组织园区留守员工开展写春联、贺新春活
动，为他们营造“第二故乡”的满满年味……（1月7日《宁
波晚报》）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承载着举家团圆的中
华传统文化，过个团圆年也是广大游子的迫切愿望，但面
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到底要不要回老家过年？成了许
多外地员工纠结的问题。如何让外来员工真正能够留得
住、安下心、过好年，笔者以为，以“薪”留人固然需
要，但更重要的还需以“情”留人。

宁波市的做法好就好在，在“薪留”的同时，更注重
“情留”：首先，通过人文关怀和贴心的服务，让外来员工
感受到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从而产生“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暖意；其二，为外来员工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充
满浓浓的年味，既可避免节日期间外来员工大规模流动带
来的疫情风险，又使他们有一种家的温暖，增加了城市及
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三，让外来员工温馨祥和、心
情愉悦地过好年，有利于增强他们节后上岗的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可以抢先机、抢工期，稳产增产，实现春节后
的“开门红”，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以“薪”留人更需以“情”留人
□ 费伟华

新冠疫苗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被公众寄予
厚望，是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硬仗的一个关
键所在。但令人愤怒的是，一些不法人员却借机仿
冒“预约新冠疫苗接种”等名义，发送含有木马病

毒、钓鱼网站链接的短信，实施诈骗。对这种新型
诈骗方式大家应该提高警惕，相关部门必须也一定
会对其露头就打、毫不手软。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近
日，“上海首位快递高级工程师”
的消息一度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广
泛关注。不少网友对“快递人迎来
职业成长的春天”而欢呼，同时对
快递业充满了期许，认为高技术人
才的不断成长与汇入，有助于快递
业更好更快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
来更多便利。

快递业绝不是刻板印象中跑腿
搬运的简单体力活，背后的支撑是
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工程等高
大上技术。拿这次上海评出的首位
快递“高工”来说，这个名叫金龙
的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快递小哥，

而是一名从事数据化分析工作的海
归博士。作为蓬勃成长、向技术密
集型“智慧物流”转型的新兴行
业，快递业正需要大量高技术人
才，但以前由于职称评价体系缺失
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快递人荣
誉感弱，相关福利待遇享受不到，
不利于人才留住与成长。

类似的问题不只在快递业存
在。长期以来，我国对“蓝领”和

“白领”执行两套不同的职业能力
评价体系，二者互不相通。这不仅
一定程度造成“蓝领”“白领”待
遇的差距，也给技能人才职业发展
带来障碍。抓住行业掣肘关键问

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宣
布，将大力推动高级工以上的“蓝
领”参加职称评定。对技能人才而
言，获评职称，既是一种社会认可
与荣誉激励，也会在子女入学、住
房保障等方面带来切实好处。相信
解决了后顾之忧，技能人才将会有
更大劲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只要努力干，一切皆可能。晋
升与荣誉通道已经开启，技术“蓝
领”也能成长为高级工程师。春
光不负赶路人。在即将迎来的职
业成长春天里，撸起袖子加油干，
卷起裤腿向前冲，终会抵达梦想的
彼岸。

在职业成长的春天里不懈奔跑
□ 刘怀丕

露头就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