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 ， 各地破获食品安
全犯罪案件 3500余起 ， 公安部
挂牌督办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80余起， 其中涉互联网犯罪案件
占40%以上 。（7月 4日 《人民公

安报》）
众所周知， 互联网向来是创

新的高地， 却一直是监管的 “洼
地”。一来是因为互联网领域创新
浪潮汹涌澎湃， 但是管理创新更
是时常滞后于社会创新， 因此新
生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从粗放到规范
的发展历程。 二来则是源于互联网
天然的虚拟性和伪装性给不法之
徒提供了绝佳的便利和屏障，却
给实施监管造成了很大的阻隔。

互联网食品安全问题亦然 。
都说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
关乎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
安全， 更关系社会的稳定和谐和
人们的安全感 、 幸福感与获得
感， 也体现着社会治理的成效和
诚信价值的彰显。 而随着互联网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网店、 微商、
网上外卖乃至网红饮食等创新食
品业态的不断涌现， 网络食品安
全问题正日渐凸显。 这不， 仅在
今年上半年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80余起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中 ， 涉互联网的就有40%以上 。
公安部此次同时公布的四起食品
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无一例外都
存在互联网销售环节， 甚至主要
就是通过互联网传播。 出现这种
状况一方面当然是和互联网的创
新发展与全面渗透不无关系， 所
谓大浪滔天之中必有泥沙俱下，
就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则与上
述两种原因紧密相连。

不管网红食品有多么红， 也
不管网络代购水有多深， 不论微

商大军有多么庞大， 也不论网上
外卖商家有多难监管， 更不论互
联网问题食品背后生产、 加工、
贩卖的犯罪链条有多么复杂， 只
要涉及食品安全问题， 可能威胁
人民 “舌尖上的安全”， 就应保
持零容忍、 进行严打击。 公安部
有关负责人关于互联网不是违法
犯罪的 “法外之地”， 互联网决
不能成为食品安全犯罪的 “洼
地” 的严正表态和一大批涉网食
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破获， 就是对
这一立场的明确阐释。

然而， 面对互联网食品安全
犯罪的严峻形势和网上网下互相
勾连的复杂形态， 除了需要公安
机关从严查处、 从重打击， 坚决
遏制与震慑以外， 更需要社会各

方配合、 网上网下联动， 多管齐
下、 多方共治， 全面走出互联网
食品安全监管的 “洼地”， 全方
位筑牢互联网食品安全防线。

这就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强化
安全主体责任， 严把质量关； 互
联网食品销售平台加强商品质量
和生产资质审查， 推进与相关部
门间的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 严
把进货口； 工商、 质检等部门更
要切实担当 ， 积极因应形势变
化， 主动进行管理创新和拓展，
大力探索对互联网食品销售行为
的监督新模式， 将监管职能覆盖
整个互联网 ， 并与公安机关携
手， 各司其职、 紧密协作， 全链
条打击治理互联网食品违法犯罪
问题。

李雪： 随着各种新手机的上
市， 作为资深 “手机狂” 的小陈忙
着购置新机， 可家里越堆越多的旧
手机却成为小陈的烦恼 。 “丢了
既污染环境也舍不得， 放家里没
用还占地方， 真是鸡肋。” 近日，
有媒体进行走访发现， 不少市民
都面临着和小陈同样的烦恼。 废
弃手机处理不当， 极容易导致隐
私 “裸跑 ”。 对废旧手机回收需
要规范化， 相关部门应给予重视，
并出台专门法规或管理办法， 构
建起安全可靠的回收网络。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忽悠”办卡

□徐建辉

斩断网络食品犯罪链条必须齐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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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网购达人要警惕代购陷阱

■每日观点

外卖平台有义务
搭建餐盒回收渠道

汪昌莲： 近期， 江苏无锡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对全省16所本专
科院校的1000余名大学生开展了
为期7个月的走访调研。 此次调
查显示， 上课时经常使用手机的
学生占到32.5%， 偶尔使用手机
的学生占比41.3%， 两项之和已
达73.8%。 可见， 对于大学生习
惯上课玩手机， 宜堵更宜疏。 高
校应科学设置专业课程， 充分运用
信息化教学方式， 活跃课堂思维；
引导学生自发倡议 “放下手机”。

谨防废弃手机
成隐私“裸跑者”

大学生上课玩手机
宜堵更宜疏

■世象漫说

体育馆路街道的做法值得推广

一会儿说头部血液循环不好， 一会儿又说得疏
通全身经络， 80多岁的刘先生在家门口的美容中心
被店员反复 “忽悠”， 短短9个月竟花费上百万元购
买所谓的保健服务。 家人得知老刘在美容中心办卡
的事情， 一致认为老刘上当了。 虽然多次和美容中
心交涉希望对方退钱， 但一直没有结果。 为此， 老
刘将美容中心诉到了法院， 要求退还服务费100万
元 。 记者日前获悉 ， 海淀法院近日受理了此案 。
（7月4日 《北京晨报》） □王铎

拿起手机动动手指， 不一
会儿就有美食送上门， 吃饱喝
足后也无需洗碗收拾。 伴随着
互联网外卖平台的兴起， 大量
餐盒垃圾越来越成为令人头疼
的环保难题。 记者获悉， 塑料
餐盒虽属于可回收物， 但由于
垃圾分类体系的缺失， 这些可
再生资源正日复一日地被当做
普通垃圾填埋或焚烧。 目前，
美团外卖 、 饿了么 、 百度 外
卖 三 大 外 卖 平 台 日 订 单 总
量已超过 2000万单 ， 按照每
个 订 单平均需要两个餐盒来
测算， 每天就要产生约4000万
个废弃餐盒。 （7月4日 《北京
日报》）

追根溯源， 外卖餐盒的泛
滥源头 ， 自然是各大外卖平
台， 没有它们每天超过2000万
的订单支撑， 外卖餐盒不会有
如此大的生产使用量。 所以， 整
治废弃餐盒白色污染， 首先要
明确外卖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具体说来， 既然外卖平台
有能力搭建起强大的营销网
络， 那么同样也应有能力搭建
起废弃餐盒的回收处置渠道。
当前， 废弃餐盒等白色污染的
回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形成
了外卖企业 “只管经营赚钱，
不管污染治理 ” 的局面 。 那
么， 是不是这些外卖企业没有
能力回收处理自己送出的废弃
餐盒呢 ？ 显然不是 。 外 卖 企
业 既 然 可 以 使 自 己 的 营 销
触 角 无 孔 不 入 ， 同 样 也 可
以把回收工作做到细致入微。
当然 ， 无论是实行 “餐盒换
钱” 等回收制度， 还是广泛应
用 “绿色餐盒 ” ， 外卖企业
可 能 都 会 因 此 增 加 一 些 成
本 ， 但 这 既 是 其 应 当 担 负
的社会责任 ， 也是有利于行
业长远发展的明智举措， 为此
在经济成本上略有付出无疑是
非常值得的。

当然， 面对每日4000万个
废弃餐盒的产生， 单凭外卖企
业的努力也不足以从容应对，
政府与社会、 企业与消费者还
须努力协作， 共同构建起外卖
白色垃圾的回收处置渠 道 ，
使外卖行业的发展更加绿色
环保。 □侯坤

现在朋友圈随手一翻都是各
种母婴用品的代购， 基本都打着
朋友亲戚在国外的旗号， 真真假
假， 鱼龙混杂。 相信很多妈妈都
有过从群里的熟人那里代购的经
验。 最近成都孕妈近10个微信群
被曝光虚假代购， 涉案金额上万
元！ （7月3日 《成都商报》）

现在很多人的微信好友中，
都有人在从事海外代购生意， 而
套路也大同小异， 都是表示自己
有亲戚、 朋友在某个国家工作、
生活或留学， 可以代为购买各种
海外产品。 而部分国内消费者，
也在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的心理下， 积极让人帮助代购。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有
一个问题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
略了： 那就是我们如何查证这些
代购者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这就给了一些人进行虚假代
购留下了空间。 而新闻中这位虚
假代购者更是 “聪明”， 她以自
己也是孩子妈妈的身份打入多个
微信群， 并且积极回答大家的问题，
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 以此来赢得
大家的信任。 而当她放出消息 ，
说自己有亲戚朋友在海外， 可以
代购各种母婴用品的时候， 其他
人也就放松了警惕， 信以为真。

通过这件事， 也就给广大网
购达人们提了一个醒： 代购有风
险， 参与须谨慎。 一则， 我们首
先需要具备一定的消费理性， 外
国的产品， 未必真的就比国内的
好。 二则， 即便真的需要海外代
购， 也最好选择可以相信的人，
最好是在现实中能够知道对方底
细， 确定对方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的
人进行代购。 三则， 对于代购回来
的商品， 不妨自己在国内电商平台
进行搜索、 对比一下， 看看是不
是有同款的， 如果能够找到同款
产品，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多
花钱找人代购呢？ □苑广阔

不管网红食品有多么红，
也不管网络代购水有多深 ，
不论微商大军有多么庞大 ，
也不论网上外卖商家有多难
监管， 更不论互联网问题食
品背后生产、加工、贩卖的犯
罪链条有多么复杂，只要涉及
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威胁人民
“舌尖上的安全”， 就应保持
零容忍、 进行严打击。

雅园、宁园、乐园、畅园、趣园
……磁器口以南，红桥市场以北，
崇外大街西侧的一片拆迁滞留区
曾分布着 2700平方米的沿街违
建，今年3月实施拆除后，原本脏
乱的街景华丽“变身”，化为5个宽
敞明亮、 富有文化韵味的健身乐
园。（7月4日《北京日报》）

今年以来， 体育馆路街道已
拆除各类违建1.6万多平方米，整
治“开墙打洞”200余处。违建拆除
后的土地怎么用？在坚持“留白添
绿”的原则下，如何让更多的居民
受益，体育馆街道走在了前头。

一是让居民真正有了获得
感。 以前这地界又脏又乱， 开小
饭馆的， 开杂货铺的， 开小歌厅

的， 开洗车行的。 环境那叫一个
脏乱差， 地上是污水横流， 遍地
垃圾。 现如今， 5个功能各异的
园子就在家门口， 一天想来几趟
就来几趟， 抬脚就到。 有跳舞跳
健身操的地儿， 有下象棋打扑克
的地儿， 有健身玩器械的地儿，
有打兵乓球的地儿， 有聊大天的
地儿。 居住在这儿的老百姓实实
在在得到了实惠， 实实在在有了
获得感。 您说， 老百姓能不喜欢
吗？ 二是在拆违后的土地怎么使
用上 ， 街道办事处不 “拍脑门
儿 ”， 而是采取决策的民主化 ，
向居民征求意见， 看看老百姓最
需求什么。 通过征求居民意见，
做出了三套方案， 供居民选择。

三是在后续管理上有一整套制
度， 确保5个园子都能有序运转，
为居民提供服务。 5个园子都有
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和
浇灌花草树木， 有点跟公园差不
多， 早6点开门， 晚上9点关门。
但又和公园有区别 ， 具备灵活
性。 那就是作为居民， 您要是想

提前进园也行， 打个电话， 不大
一会儿就会有人给您来开门。

体育馆路街道在拆违后， 坚
持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问计于
民， 在办实事之前， 先听老百姓
的意见的做法不仅深受居民的欢
迎， 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值得
推广。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