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甄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 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
蔓延。 但是， 制假售假成本低、
利润大， 买假用假也能带来一时
之利， 要在短期内完全禁绝假冒
侵权现象确非易事。 “打假难”
到底难在哪儿， 到底如何打假才
能把假货赶出市场， 让消费者满意？
必须用真功、 放大招， 久久为功。
一则 ， 坚持 “零容忍 ”。 二则 ，
“动真格 ”。 这是打击假货的关
键。 三则， “严厉惩罚”。 这是
减少和杜绝假货的重要渠道。

打假要见效
必须放大招

农民工问题远远超出了它
作为劳动力的经济意义， 已经
形 成 社 会 共 识 。 也 正 因 此 ，
2008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中， 首次出现了3位农民工，
2013年的第十二届增加到35
位， 今年又增至45位。 农民工
人大代表的增加， 不是一个简
单的数量问题， 有着更深刻的
含义。

■长话短说

吴学安：问题奶粉 、地沟油 、
病死猪肉、非法疫苗……面对“舌
尖上的民生”，过去五年，中国司
法机关频出重拳，捍卫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是事关千
百万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
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麻痹不得。 要想彻底杜绝有毒有
害食品流入市场， 各级政府和有
关执法部门必须真正担负其应尽
的职责， 切实加大打击 “问题食
品”的力度，让其远离百姓餐桌。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套路贷”骗局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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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整治校园食品安全要形成社会合力

■两会观察

■世象漫说

冷食类、 生食类、 裱花糕点
以及四季豆等高风险食品， 被明
确禁入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食谱。
3月9日 ， 北京市教委发布做好
2018年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 要求今年12月底前， 全市
80%以上的中小学、 幼儿园食堂
参与 “阳光餐饮” 工程， 餐饮服
务单位食品加工操作过程不仅将
实现可视化， 而且可以利用移动
互联网、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 为社会公众提供查询
服务等。 (3月11日 《北京日报》)

近年来， 学校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 其原因就在于一些教育部
门、 学校对食品安全把关不严，

北京市教委明确提出完善学校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 要把 “阳光餐
饮” 工程纳入 “平安校园”， 并立
下时间表， 要求在2018年12月底前，
全市80%以上的中小学、 幼儿园食
堂参与 “阳光餐饮” 工程， 实现
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食堂参与率
达到80%以上的目标。 这有助于
防止重大学校食品安全责任事故
发生， 有利于校园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无小事， 尤其是面
对严重的学生食品安全问题，更
要严阵以待、加强治理。保护好孩
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才能保护好
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对此，要确
保校园食品安全， 需要形成社会

合力： 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重视
起来，完善管理措施，健全相关制
度， 加强对学校、 供餐企业的监
管，也要加强社会监督，让学生、
学生家长、 及社会公众都能参与
进来进行监督，形成合力，对校园
食品安全环境进行整治 ; 另一方
面， 则要看到食品安全问题不仅
存在于校园食品安全之中， 而是
全社会面临的难题， 校园食品安
全与食品安全的大环境息息相
关，所以，也要加大对社会食品安
全大环境的整治。 纲举目张， 整
个社会的食品安全大环境得到净
化， 对保护校园食品安全也大有
好处。 □戴先任

近年来， 各类 “信用贷” “小额贷” 渐趋流行。 有
短期资金需求， 只要联系一家民间放贷机构， 支付比银
行高一点的利息， 就可以轻松取得借款。 但一些专门打
着短期借贷幌子、 以谋取借款人资产为真实目的的 “套
路贷” 组织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倾家荡产。 江苏无锡
警方提示， 民间借贷尤须谨慎， 小心落入骗局。 （３月
１０日新华社） □朱慧卿

“手机验钞”并不靠谱 招聘陷阱多
求职擦亮眼

要让“问题食品”
远离百姓餐桌

从3到45：农民工代表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

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5
名农民工。 虽然在代表总数中所
占比例不算很大，但却代表着2.8
亿劳动者， 其意义既非象征性，
也不是表面数字可以体现的。

“农民工 ” 这个称谓 ， 是中
国历史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产物， 标志着祖辈务农、 数以亿
计的农民身份的彻底改变。 改革
解放了生产力， 使农民脱离土地
走进城市 ， 转而从事非农业劳
动。 进入新世纪， 农民工已经成
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
国家建设创造了巨大财富。 早在
2006年， 党中央、 国务院就把农
民工问题作为 “关系全局和长
远” 的大事， 与经济社会发展联
系在一起， 给予高度重视， 规划
部署实施。 农民工问题远远超出
了它作为劳动力的经济意义， 已
经形成社会共识 。 也正因此 ，
2008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 ， 首 次 出 现 了 3位 农 民 工 ，
2013年的第十二届增加到35位 ，
今年又增至45位。

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增加， 不
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 有着更

深刻的含义。
农民工之所以被如此关注 、

重视， 不仅在于它是一个人数众
多、 联结城乡、 影响广泛且深远
的社会群体； 也不仅在于它改变
了产业工人队伍结构， 占到职工
总数的 72.1% ， 在制造 、 建筑 、
批发和零售、 住宿和餐饮、 居民
服务等5个行业中占比近八成 ；
更在于它整体文化素质提升， 高
中 及 以 上 学 历 者 达 到 71.8% ，
“80后” 已成为其主体。 他们在
创 造 巨 大 财 富 的 同 时 也 在 改
变 着 自己 ，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
善开始谋求实现自我， 提出了比
温饱、 安居更高的需求； 他们中
的佼佼者———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对于解决这些需求有着相当深
入的思考。

笼统地、 抽象地讲农民工的

更高需求及其代表的参政议政能
力， 不如事实更具说服力。 今年
两会， 5位来自广东不同行业的
新老农民工代表， 不约而同地带
来了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
建议。 他们认为， 过去农民工进
城是为了求生存而就业， 缺乏明
确的职业与人生规划。 尽管新生
代农民工大多数有知识 、 懂技
术， 但技能提升速度仍落后于产
业要求。 “如果无法跟上产业快
速转型升级的步伐， 将不可避免
地被淘汰。” 这 “是个国家有要
求、 企业有需求、 自身也有诉求
的事”。 “农民工自身要有危机
感和紧迫感， 不断强素质、 增本
领 ， 成为真正的新时代产业工
人。” 这种境界、 追求， 显然与
过去追讨欠薪、 增加福利、 劳动
保护的需求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仅有需求， 而且有思考 ，
有解决方案。 他们提出， 对农民
工进行技能培训 ， 政府 “一头
热” 不行， 还要通过配套鼓励政
策 引 导 企 业 “用 人 也 育 人 ” ，
“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支撑力来帮
助农民工群体畅通职业提升路
径。” 有农民工代表还提出具体
构想， “建立完善的以政府为主
导、 行业协会为支撑、 企业和社
会第三方专业培训机构为辅助的
多元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的同时， 建立完善的产业工人职
业技能培训评价激励机制， 以充
分调动培训机构、 企业和新生代
农民工的参与热情。” 这样的思
考、 建议， 无疑是合格的人大代
表认真履职的体现。

农民工代表参与共商国是 ，
表决国家大计，值得更多期待。

“金三银四 ” 求职高峰季
到来， 《人民日报 》 “求真 ”
栏目综合此前媒体报道过的案
例， 曝光了十种典型的招工骗
局。 有高息贷款交培训费 、 电
商平台兼职刷单 、 冒充领导
行 骗 、 “高 薪 ” 诱 饵 诈 骗 、
传销陷阱、 收费敛财、 试用期
“白用 ”、 职位欺诈 、 “托关
系 ” 骗钱甚至还有 “监控面
试” 诈骗等等。 （3月9日 《人
民日报》）

要防范各种求 职 招 聘 陷
阱， 最重要的法则就是牢记不
管对方如何巧舌如簧， 就必须
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 ”，无论
多么着急找工作， 也不管对方
开出的条件和 “待遇” 多么诱
人， 都不能在没正式录用之前
随意把钱交给别人。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这些
“纯为骗钱 ” 的招聘骗局外 ，
还有试用期 “白用 ”、 职位欺
诈以及传销陷阱等 “非典型 ”
骗局。 前两者招聘方可能也是
正规用人单位， 但是其中一个
为了借 “试用期” 之名榨取求
职者的血汗， 还有一个是为了
吸引更多求职者而故意 “挂羊
头卖狗肉 ”， 虚设招聘岗位信
息 。 这些说到底也是一种欺
诈， 也会不同程度损害求职者
的合法权益或对其产生误导和
困扰。

对这些千奇百怪、 层出不
穷的招聘骗局， 除了求职者自
身要 “多长个心眼 ”， 不要轻
信各种 “难以抗拒” 的许诺或
突如其来的 “好事 ”， 凡事三
思而后行， 特别是要小心捂紧
自己的荷包外 ， 还需要人社 、
工商、 公安等部门密切监控 、
主动巡查、 积极介入， 严查严
处各种违规招聘行为， 严打严
惩各类招工诈骗违法犯罪， 也
需要各互联网招聘平台切实担
责， 强化招聘单位资质和招聘
信息发布审核， 发现违规可疑
信息及时删除并移送线索至相
关部门， 共同为求职者筑起一
道 “防骗墙 ”， 不断净化招聘
市场秩序。

□徐建辉

近日， 网上流传着一段 “手
机可验钞票真假” 的视频。 视频
显示， 使用手机相机对准百元钞
票背后年份旁的一串很小的文
字， 通过手机相机放大可以看出
这串文字写的是 “RMB100” 以
及 “人民币” 字样。 视频拍摄者
称， 如果是真币， 通过手机就可
以看到这串文字， 假币则没有。
（3月11日 《华商报》）

掏出手机照一照， 就可以识
别人民币的真假 ， 倘或果真如
此， 确实方便快捷； 可事实上，
“手机验钞” 并不靠谱， 只不过
是视频发布者为了骗取点击量而

夸大其词， 妄图鱼目混珠罢了。
试想一下， 如果手机都能轻易识
别假钞 ， 那验钞机岂不是没用
了？ 再说， 现在骗子们的造假手
段何其高明， 就目前的手机配置
来说， 还很难从根本上鉴别钞票
真假。

所以，对于“手机验钞”一说，
切勿盲目相信， 就算其有一定的
鉴别价值，也必须经过验钞机、缩
微文字、 隐藏图像等多种方式综
合辨别才更稳妥， 而不能仅仅凭
手机一扫， 就确定是真币了，那
样，只会让骗子们钻空子。科技时
代，在各行各业高速发展的同时，

难免不会有一些漏洞被骗子们利
用，这就需要大家提高防范意识，
不盲信，更不能盲从。

对于用户来说， 一旦发现可
疑的钱币， 最安全的办法还是使

用专业的验钞设备， 或者请有经
验的人士帮助辨认， 如果以为有
了 “手机验钞” 就万无一失， 万
一收到假币， 就后悔莫及了。

□徐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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