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根本上而言 ， “中暑
是 工 伤 ” 须 法 律 执 行 来 保
障 。 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知识
的普及 ， 让用工单位和劳动
者 ， 充分认识到劳动合同的
重要性 ， 以此保障劳资双方
的合法权益 。 尤其是 ， 处于
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 应引导
其善于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
权 ， 即便是中暑没有造成重
大伤害 ， 也应主张维权 。

大学印章、 公司印章、 政府部门印章 ,甚至是省
委印章， 只要你花几十元钱， 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明材
料， 你就可以 “拥有” 这些单位的 “公章 ” ———眼
下， 在类似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上， 伪造公章的网店
不少。 （7月31日 《法制日报》） □朱慧卿

连日来 ， 重庆 、 南京 、 西
安 、 武汉等地持续 “烧烤 ” 模
式 ， 高温天气再刷新极值 ,频频
爆出户外劳动者因患热射病而病

危的消息。 2012年， 安监总局 、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下发 《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 其中第十九
条规定，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
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 经诊断
为职业病的 ， 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8月1日 《工人日报》）

可以确定的是， 中暑也算工
伤。 尤其是， 热射病是中暑情况
最严重的一种， 更需要工伤来保
障。 可事实是， 对于建筑工人、
环卫工人、 快递员、 室外装潢人
员等， 虽在岗位上接受 “烧烤”
考验， 且热射病如救治不及时，
死亡率高达50%， 但中暑享受工
伤待遇的却寥寥无几， 这无疑侵
害了高温下劳动者的权益。

中暑是工伤但难有保障， 一

方面是由于劳动者法律意识淡
薄， 尤其是一些临聘人员， 往往
疏于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这就使权益受到侵害时造成维权
难； 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的装聋
作哑， 在为员工缴纳社保费上蒙
骗劳动者； 再者， 一些用人单位
没有人情味儿， 出现了劳动者伤
亡， 习惯于找借口搪塞， 让劳动
者饱受权益伤害之苦。

同时， 诉讼审理程序过长也
是工伤维权的一大障碍 。 据介
绍， 工伤维权， 从最初的劳动关
系确认到最后获得相应的赔偿
款， 共有12个环节， 即使在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这12个
环节走完所需时间为29个月， 若
再加上上述因素， 超过3年也不

足为奇。 而如此的颇费周折， 就
导致了劳动者和其家属在维权路
上 “身心疲惫”。

从根本上而言， “中暑是工
伤” 须法律执行来保障。 一是，
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
让用工单位和劳动者， 充分认识
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以此保障
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
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应引导
其善于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即便是中暑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也应主张维权。

二是， 劳动监察部门加强法
律规章落地的督导力度。 比如，
相关主管部门和工会系统联合出
击， 深入到一线监督检查， 及时
发现和查处违反国家规定的行

为 。 对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 》 落实不力的坚决按规定惩
治 。 要知道 ， 唯有法律执行有
“利齿”， 提升高温劳动保护规定
的 “威慑力”， 一些不法用人单
位才会有所忌惮， 才不会肆意侵
害劳动者权益。

再者， 需要用人单位良好的
自律， 对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些
清凉关怀。 比如， 减少高温下的
工作时间， 或者错时上下班， 或
者增加轮岗的频率等等； 同时，
当他们遭遇到中暑伤害时， 理应
积极想办法协助救治， 这既是为
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也是最大
限度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 毕
竟离开了人， 任何单位都将会一
事无成。

天歌： “啤酒肚” 是喝啤酒
喝出来的 ？ 夏练三伏要把汗出
透？ 过午不食有助于减肥……这
些说法你一定听说过， 究竟靠不
靠谱？ 2017年7月 “科学” 流言
榜揭开真相。 每月科学类流言榜
由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 北京
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
布。 要通过流言榜的曝光， 知道
这些流言的真面目， 不但自己不
应该继续相信， 而且还要告诉自
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远离谣言，
相信科学， 亲近真相。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伪造公章

□杨李喆

“中暑是工伤”须法律执行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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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愿“服务职工清单”结出更多善果

■每日观点

对手机软件
要强化监管力度

木须虫： 进入暑期， 旅游、
逛景点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逛景
点、 坐火车都可打折的学生证在
暑假期间被部分无良商家看中做
起销售假学生证的生意。 暑假期
间销售假学生证生意 “火爆 ”，
一天能够卖出几十本， 价格从30
元至200多元不等。 治理假证不
能只在末端治理， 真正需要做的
是强化证件的管理， 铲除假证滋
生的土壤。

远离网络谣言
相信科学亲近真相

强化证件管理
铲除假证滋生土壤

■世象漫说

对“红色实物”也应倍加珍惜
7月31日 ， 工信部发布消

费提示， 第二季度， 工信部组
织对55款APP进行技术检测 ，
发现违规软件42款， 包括 “天
天捕鱼” 等42款APP存在违规
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恶意
“吸费”、 强行捆绑推广其它应
用软件、 恶意操控用户手机等
问题。 （8月1日中新网）

手机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
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 其给人
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一些恶意
APP却乘机而入，成为毒瘤。据
报道， 工信部将恶意APP分为
恶意扣费 、隐私窃取 、远程控
制、恶意传播、资费消耗、系统
破坏、诱骗欺诈及流氓行为这
八大类。应该说，很多消费者均
或多或少地下载使用过这些恶
意APP，不胜其烦 。对此 ，有关
部门要强化监管力度，提高恶
意APP开发者的违法成本。

一 般 来 说 ， APP不 能 卸
载、 捆绑推广的设置侵犯了消
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 恶意扣
费、 窃取隐私更是像窃贼那样
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和隐私
权。 一些行为甚至触犯刑法，
应受到严厉制裁。 如根据即将
与10月1日施行的民法总则， 非
法收集、 买卖、 使用他人个人信
息的，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
据刑法有关规定 ， 非法获取个
人行踪信息， 通信内容50条的，
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这
些恶意APP不仅是违规那么简
单， 更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的目
的是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谁
也不想让手机沦为被恶意软
件控制的“肉鸡”，谁也不想让
手机成为泄露隐私，无端扣除
话费的元凶。打击恶意APP，不
能只是提醒消费者卸载了事，
要知道， 有些恶意APP根本无
法卸载，有些即便可以卸载，个
人信息已经被泄露了。

规范手机软件， 应强调开
发者的主体责任。有必要出台
强制标准，在搜集位置、扣费程
序、卸载方法、隐私保护方面设
置有利于保护用户权利的底
线。凡是突破底线的，不仅应赔
偿用户损失，还应被处以高额
罚款。 □史洪举

建设母婴关爱室、 丰富职工
书屋图书资料 、 集体合同续签
……在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服务职工清单”上，类似
这样的服务项目共计64项。昨天，
记者从该公司工会获悉， 京城机
电控股公司总部机关及下属25家
二级企事业单位承诺的共计64项
服务职工项目， 均将在今年内全
部兑现。 （8月1日 《劳动午报》）

毋庸讳言， 为职工提供各种
亲情服务， 是企业管理的应有之
义。 就此而言， 京城机电控股公
司工会按照 “一企一策” 方针，
有针对性地列出64项 “服务职工
清单”， 并以 “销账” 的形式兑

现服务基层职工， 的确是一种深
入基层、 服务基层， 关心职工、
服务职工的工作创新举措， 值得
点赞！

据了解， 京城机电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服务职工清单” 的内
容， 是经过年初走访企业职工 ，
调研职工实际需求， 从120多项
服务项目中筛选并确定的。 在今
年的服务职工清单内， 无论项目
大小， 均以服务一线职工为出发
点， 满足职工工作、 生活中的切
实需求。

无疑 ， 这一系列的善心举
措 ， 不但可以使基层职工更公
平 、 更充分地分享企业发展成

果， 而且基层职工也有了劳动尊
严和幸福感 ， 对企业更有归属
感， 从而激发创新、 创优和奉献
精神。 自然， 这对于企业和职工
来说， 都是 “双赢” 之举。

我们有理由期待， 在充分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 强调和谐劳动
关系的时代，类似“接地气”、为职
工提供保姆式服务的 “服务职工
清单”更多呈现，切实给一线职工
更多的亲情关怀， 从而结出更多
善果， 实现工会组织对企业职工
的“全覆盖” “普惠制” “零距离”
服务， 让职工真正感受到工会是
“职工之家”， 工会干部是最可信
赖的 “娘家人”。 □和法堡

冲锋号 、 机关枪 、 弹药箱 、
“ 八 一 ” 军 旗 …… “ 红 色 记
忆———长城下的老兵风采展” 日
前在北京市延庆区文化馆开展，
展览将持续到8月31日。 展览的
最大亮点是30多件从老兵手里征
集来的实物， 如朝鲜大嫂赠送的茶
缸套、 志愿军的米袋子、 志愿军徽
章等。 （7月30日 《北京晚报》）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 延
庆区文化馆举办了老兵风采展，
同时还展出了从老兵手中征集来
的 “红色实物”。 这些满载人民
军队记忆的看似不起眼的实物，
虽然不具备红色文物级别， 更无
法和军事博物馆展览的抗美援朝
战斗机、 元帅服、 朱老总的驳壳
枪相比。 但它的的确确是一名名

普通老兵曾经获得过或使用过的
带有战争年代记忆的物件， 每一
物件上都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
信息， 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极好教材。 特别是一些不
容易保存的纸质日记本 、 任命
状、 奖状、 立功喜报、 捷报等。
由于年代久远和一些老兵逐渐离
世等各种原因， 许多珍贵的 “红
色实物” 已经不见了踪迹。 随着
时间的延续， 这些 “红色实物”
会越发珍贵， 最终一定会成为红
色文物的。 因此， 加强对这些现
在还不够红色文物级别的 “红色
实物” 进行抢救式保护， 应该提
上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是各区文化文物部门应该
在本地区开展 “红色实物” 普查

活动。 通过普查， 掌握本地区
老红军、 老八路、 志愿军、 地
下工作者的人员情况， 向他们
发出征集 “红色实物” 的通知，
鼓励他们将自己不好保存的
“红色实物 ” 交由文化部门保
管。 二是在本地区建立开放的

展示空间， 定期举办展览和邀请
老兵面对面的对青少年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
诉青少年，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 。 三是将这些 “红色实物 ”
分门别类， 登记造册， 妥善保管，
永存于世。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