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是集体协商， 就必须
站在职工利益的角度上， 去努
力和争取， 尤其是要在协商内
容的划定与目标上做足功夫，
而且越细致越好。 也正因为协
商内容足够细致入微， 所以最
终的协商成果才会令人满意。

吴学安： 如今， 有很多品牌
店因为其商品或服务品质好、 有
特色， 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
迅速走红。 不过， 模仿品牌店的
“山寨店” 也随之而来， 扰乱市
场秩序。 在法治社会里， 无论企
业大小 ， 无论侵权行为程度轻
重， 每一个企业的合法权益都应
同等对待、 同样保护。 面对网红
店遭遇山寨乱象， 惟有对山寨行
为冒头就打， 决不姑息， 才能让
山寨产品无所遁形。

遏制“山寨店”乱象
须磨砺法治之剑

■长话短说

天歌：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
佑医院在宣传册和宣传栏的显著
位置， 公布了该院全部31个临床
科室主任的私人手机号， 供患者
随时拨打联系。 尽管医院公布医
生电话确实是好事， 但也应该充
分尊重医生的意见， 尊重他们的
权益 。 与此同时 ， 除了公布电
话， 还可以选择公开QQ号、 微
信号等， 供患者添加， 因为这些
联系方式 “侵入性” 较弱， 医生
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给予回复，
也一样可以帮助到患者。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提前查成绩

□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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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器官捐献，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温暖世界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高考刚结束， 考生小王就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消息
称， 可以花费500元提前查高考成绩。他心急知道成绩便
给对方转账，谁知立刻被对方拉黑，成绩更是无处查询。
警方提示称，提前查分不可信。 （6月12日 澎湃新闻)

□陶小莫

围剿“先涨价后打折”
监管就应未雨绸缪

集体协商，越细致越好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
记者从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举行的
器官捐献日宣传活动上获悉， 我
市器官捐献工作从2012年8月获
批开展以来， 目前已登记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5038人， 成功捐献
302例， 共挽救了801名患者的生
命。 （6月12日 《重庆日报》）

一个生命的离去是不幸的 。
然而一个器官在他人身体上的继
续存活， 对于他人来说， 对于捐
献者的家人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
幸运？ 捐献者的生命换了一种存
活的方式， 对于亲人来说也是一
种安慰， 而对于接受捐献的人来

说， 他会更好活着。
当一个生命， 不得不离开这

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该有
正确的认知， 我们带不走一丝一
毫， 带走了器官又能如何？ 拯救
那些不幸的生命， 其实也是给自
己的亲人争取了 “幸运的机会”。
当更多人愿意加入器官捐献志愿
者队伍的时候， 当自己的亲人需
要器官捐赠的时候， 或许就是一
次生的机会， 参与器官捐献这是
留给亲人，留给世界最好的礼物。

而且， 参与器官捐献， 其实
也是生命延续的另外一种方式，
当不幸者的心脏在他人胸膛跳动

的时候， 当不幸者的肝脏在他人
胸膛延续的时候， 当不幸者的肾
脏在他人身体温热的时候， 这对
于自己的亲人来说， 何尝不是一
种最大安慰？ 不幸者走了， 但是
自己亲人的器官依然存活在这个
世界上。

而每一个接受器官捐赠的
人 ， 每一个接受器官捐赠的家
庭， 也都会因为有了 “不幸中的
幸运 ”， 而感知到社会的温度 ，
从而把这种温度， 延续成 “下一
个温度”。 器官捐献， 让生命以
另一种方式温暖世界。

□郭元鹏

11日在北京发布的 《就业蓝
皮书： 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 显示， 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
年后的就业率为91.9%， 与2016
届 、 2015届基本持平 。 其中 ，
2017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
率为91.6%， 高职高专毕业生半
年后的就业率为92.1%， 高职高
专就业率首次超过本科。 （6月
12日中国新闻网）

统计数据显示 ， 2015年底 ，
全国共有技工院校 2545所 ， 其
中， 技师学院434所， 在校生322
万人， 就业率达到97.4%， 骨干
院校就业率达到100%。 如此语
境下， 2017年高职高专就业率达
到92.1%， 高职高专就业率首次
超过本科， 再次释放出了积极信
号：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工教

育， 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后
备产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 是当
前和今后的一种发展趋势， 且前
景广阔。

可见， 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
和技工教育， 是解决技能人才缺
失、 弘扬 “工匠精神” 的关键所
在。 换言之， 高职高专就业率首
次超过本科， 是高考进行深度改
革的一个契机。 具体来讲， 尽早
出台方案， 实现两类人才、 两种
模式高考。 第一种是技术技能人
才的高考， 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
化知识 ； 第二种就是现行的高
考， 即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实现
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
的高考分开， 两者并重， 协调发
展。 学生在高中阶段， 16岁就可
以选择未来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 高学历并非代表高
水平和高能力， 特别是在当今应
试教育体制下， 高学历都是通过
“考”出来的，其考试成绩是难以
同工作能力成正比的。更何况，一
些职业院校， 是专门为用人单位
定向培养员工的， 虽然在学历上

低了一点，但却学到了一技之长，
因而在就业上少了许多竞争，走
的是一条捷径。因此，让技能型人
才和学术型人才， 获得平等竞争
的机会， 共享劳动创造和社会发
展成果，应成为高考“两种模式”
的必然选择。 □汪昌莲

医院公布医生电话
不宜“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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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即将来临之际，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结合近几年网
络集中促销活动中突出存在的
“先涨价后打折”问题，发文要
求网络交易平台（网站）经营者
强化“第一责任人”意识，自觉
遵守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
由退货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不得先涨价再打折， 违反者将
依法依规地予以严惩。 （6月12
日《法制日报》）

近年来， 每逢网络集中促
销活动日，都不乏商家恶意“先
涨价后打折” 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恶性事件。 尽管这些恶性事
件事后大多被严肃处理， 但是
事后的严肃追责并没有遏制类
似恶行的再度发生， 凸显了市
场监管没能及时前置的短板。
因此， 在高度重视事后追责的
同时， 如果能未雨绸缪地做好
预先防范，那么就可以将“先涨
价后打折” 的营销伎俩消灭在
萌芽状态， 不仅有助于降低网
购环境的监管成本， 而且有助
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这是
此番市场监管总局提前发出严
惩“先涨价后打折”营销伎俩的
初衷，不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对
商家，都可谓善意满满。

与此前市场监管部门对
“先涨价后打折”营销伎俩强调
“秋后算账”相比，此次市场监
管总局更多强调了事前的未雨
绸缪。 除了要求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提前采取行政告诫、 座谈
约谈、加强警示宣传、强化监测
监管等方式， 给有不良动机的
商家“打预防针”外，还依法依
规地为商家划出了不得僭越的
红线。 此举也体现了源头治理
“先涨价后打折”营销伎俩的监
管思维。

当然， 围剿 “先涨价后打
折”营销伎俩，消费者也不能置
身事外，而应主动参与其中。作
为理性的消费者，面对“先涨价
后打折” 营销伎俩对自身权益
的不法侵害，必须多些“为权利
而斗争是节操之诗” 的维权意
识，以成熟的“消费者意识”始
终对其“用脚投票”。 如此，“先
涨价后打折” 营销伎俩在监管
部门和消费者的合力围剿下，
才有可能无处遁形， 进而销声
匿迹。 □张智全

“高职高专就业率超本科”是高考改革契机

5月25日 ， 全国首个台湾农
民创业园区制茶行业集体协商会
议在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举行，
现场， 就职工劳动报酬、 员工保
险、 劳动安全保护进行了协商，
协商内容甚至细化到了采茶的每

一道工序。 据介绍， 本次协商成
果将覆盖48家企业、 5000多名职
工。 龙岩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刘先裘告诉记者， “本
次制茶行业集体协商制度的建
立， 将有助于员工诉求表达和权
益保障， 更有助于促进企业与员
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于推动
企业、 行业健康发展， 乃至增进
闽台合作和两岸交流都具有重要
意义。” （6月12日 《工人日报》）

集体协商是各级工会组织的
一项重要职能， 也是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的一项重要而且有效的渠
道和手段。 不过， 在现实中， 虽
然协商年年都搞， 效果却不尽相

同。 概因为， 有的所谓集体协商
完全是一种应付差事的形式， 根
本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有的工
会组织自身不够硬气， 不敢完全
站在职工利益的角度去发表意
见， 据理力争； 还有的协商内容
过于单一和粗糙， 具体内容涉及
不足， 或者只协商大方向， 而不
注重细枝末节。 这些问题的现实
存在， 直接导致了集体协商的效
果不好， 职工不尽满意。

所以， 依笔者看来， 既然是
集体协商， 那么， 就必须站在职
工利益的角度上 ， 去努力和争
取， 尤其是要在协商内容的划定
与目标上做足功夫， 而且越细致

越好。 就像在福建省举行的这次
制茶行业集体协商会议一样， 大
到采茶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 小
到采茶工的防晒措施， 全部都被
列为了协商内容。 也正因为协商
内容足够细致入微， 所以最终的
协商成果才会令人满意。

事实上， 协商内容订得越加
细致， 将来在执行的时候就会越
加轻松， 而且不论是对于用工一
方， 还是职工一方， 尤其是对于
各级工会组织来说， 在接下来的
工作过程中 ， 都会省去很多麻
烦。 有了协商一致且条理清晰的
结果， 用工方就轻易不会因侵占
职工权益而犯错误， 职工方也轻

易不会因自身利益问题而与用工
方发生劳动纠纷与争议。

而且，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
看， 集体协商工作也是企业与职
工之间最为有效的沟通手段， 双
方尽管是站在各自利益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 但只要双方尤其是用
工单位能够拿出应有的诚意来，
那么， 便总会寻找到双方都能够
理解、 满意并且能够接受的利益
平衡点 。 有了这个平衡点的支
撑， 用工方与职工之间便会形成
一种和谐稳定且互利共赢的形势
与局面。 而且， 集体协商的内容
越细致， 这种良好局面会维系得
越加稳固与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