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日前有消费者反映 ， ofo已经无法在APP内退押
金， “退押金” 按钮成灰色， 无法点击； 余额也无法
在线退款 ； 客服电话无法接通 。 ofo对媒体回应称 ，
目前退押金是正常的， 不过该说法无法说 服 用 户 ，
“在线 、 电话都退不了押金 ， 这哪里正常了 ？” 还
有大量用户表示， ofo说的15个工作日根本无法兑现，
自己一个月前申请的押金还未收到退款。 （12月4日
《北京青年报》）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押金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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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根治“假体检”须监管与惩戒发力

■世象漫说

“协商能力提升计划”是个好课题

举办婚礼
应力求文明简朴

□张刃

■每日观点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正当其时

徐建言： 江苏近日下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冬季安全工作
的通知。 通知要求， 确保学校周
边及交通安全， 加大学校周边综
合整治力度， 在学校周边划设学
生安全区域， 在重点路段及水域
设置安全警示标牌， 设立安全隔
离带、 防护栏， 做到及时发现险
情， 努力消除安全隐患。 学生们
面临的安全隐患不止来自于校
内， 更多极端伤害事件更是发生
于校外 ， 可能来自食宿 、 交通 、
病疫、 暴力等方方面面， 因此不
但要把好校门 ， 管住校内安全 ，
更要把防线延伸到校外。

保护学生安全
要校内校外一起抓

天歌：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天价
彩礼、 奢侈浪费办婚礼等问题，民
政部日前要求， 全面推进婚俗改
革， 倡导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为
了倡导婚礼新风，必要的激励措施
是不可少的。比如，对节俭举办婚
礼的新人，有关部门可以在评选各
级“文明家庭”方面给予必要的倾
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出一
种文明、简朴的婚俗新风。

12月2日 ， 爱康国宾集团董
事长张黎刚在公开场合自曝体检
行业潜规则， 他说 “体检行业有
真体检也有假体检， 有的体检公
司用护士假冒医生看超声， 还有
些同行给体检人员抽完血不做检
查就倒掉 ， 然后直接给体检结
果”。 （12月5日 《新京报》）

“假体检 ” 危害巨大 。 健康
体检的意义就在于早发现早治
疗， 消除健康隐患， 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 而假体检不仅浪费了
人们的时间、 精力与金钱， 更用

一些虚假的数据误导人们忽略身
体的不健康预兆， 导致一些人真
正发现自己身染重病时， 往往便
是疾病晚期难以治愈。

利润大、 违规成本低、 监管
乏力、 责任不明确……构成了假
体检蔓延的常见 “病因”。 而唯
利是图、 肆意造假的体检乱象显
然背离了健康管理的公共目标，
无异于谋财害命。

体检乱象存在不是三朝两夕
了， 在 “健康中国” 上升为国家
战略， 人民健康已经是国家和社

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当下， 对
民营的体检机构做一次 “体检”，
祛除其肌体上的毒瘤尤为重要。
根治 “假体检” 亟须监管与惩戒
发力。 首先， 政府部门应顺应体
检市场的巨大需求， 及时建立完
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 提高体
检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建立统
一 、 严格的 “体检医疗服务规
范”， 对明显过时的 “管理暂行
规定” 更新升级， 尽快形成健康
管理链式服务。

□廖海金

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实施
协商能力提升计划，有效提高
了工会工作者的协商能力和
职工代表的对话沟通能力，更
加真实地表达其所代表群体
的意愿 。他们的经验 ，为集体
协商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一个
好课题，值得学习、借鉴。

工人日报报道， 深圳市龙岗
区总工会启动 “优化劳资沟通协
商机制”改革，全面开展对话协商
专项能力建设， 实施协商能力提
升计划， 打造一支有协商能力的
骨干工会干部团队，使工会干部、
基层工会工作者及广大职工掌握
协商对话的技巧和工作方法。这

个提升计划重点分为三大板块，
目 前 已 累 计 开 展 47场 次 形 式
多样的协商能力提升培训，培训
人员约2100余人次， 完成了协商
“种子”培养和对话协商实战两个
阶段。

这条新闻传递了许多可以借
鉴的工作信息，试做解析。

集体协商推行之初， 工会内
部讨论最多的是 “不会谈”“不能
谈”“不敢谈” 问题， 经过数年实
践，这些问题已经逐步解决，每年
的集体协商也已成为工会工作的
“标配 ”之一 。不过 ，实事求是地
说，大部分工会都是遵循既有“规
程”操作，虽然说不上有如何显著
的成就， 但也基本不会有什么纰
漏，如果按部就班地推着走，完全
能够“交代”过去。而“优化劳资沟

通协商机制”改革，实施协商能力
提升计划， 显然是对既有规程的
一种突破，是追求“更好”乃至“最
佳”的体现。如果不思进取，何来
创新动力？因此，龙岗区总的创新
精神首先值得学习。

龙岗区总培训的第一个阶
段，采取了“企业工会组织成员+
企业资方管理层代表+企业职工
代表”的结构，组成12个小组作为
“种子”， 集中开展协商能力提升
训练。而后协商“种子”再把学到
的方式方法带回企业， 改善企业
与职工对话沟通协商机制。这里，
协商三方同时参加培训， 有助于
学会协商谈判中的相互沟通，为
以后的实践尽可能避免各说各
话，谈不拢的弊端；集中力量重点
培养协商“种子”，乃事半功倍之

举，有利于在实践中以点带面，扩
大培训效果。

龙岗区总培训的第二个阶
段，围绕“员工需要改善什么”“员
工如何与企业开展对话”“企业工
会如何帮助职工”等课题，对12个
示范点的企业职工代表开展两轮
入企回访培训。 这个阶段明显有
针对性，是培训的进一步深化，不
仅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取得实
效，而且两次入企回访，巩固培训
成果，且同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

为了更好拉近工会干部与企
业职工距离， 龙岗区总从全区职
业化工会工作者中选拔出10名讲
师，参与整个提升计划的实施。他
们走进企业，与职工面对面沟通、
对话，开展协商能力提升培训。职
业化工会工作者较之机关干部更

贴近基层，贴近职工，也更了解他
们所需所想，而且，他们着力培训
基层工会干部和职工代表掌握协
商对话的技巧和工作方法， 培训
效果会更好，更务实。对话技巧与
方法， 在以往的集体协商实践中
是很少被提及的话题， 而这些对
于协商谈判的成功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集体协商工作的发展，对
话技巧与方法会越来越显示其重
要性，应该引起各级工会的重视。

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实施协
商能力提升计划， 有效提高了工
会 工 作 者 的 协 商 能 力 和 职 工
代 表 的对话沟通能力 ， 更加真
实地表达其所代表群体的意愿。
他们的经验， 为集体协商的深入
发展提出了一个好课题， 值得学
习、 借鉴。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8年 12月 6日·星期四

12月初的成都， 银杏叶片片
飞舞， 点缀了街景， 引得路人纷
纷驻足观看和拍照， 尤其在一些
“网红” 打卡地更成了一道盛景。
然而 ， 有市民为了照相摆Pose，
不顾环卫工清扫成果， 将成堆银
杏叶撒向空中 ， 故意营造一种
“漫天飞舞” 的拍摄背景。 （12
月5日 《华西都市报》）

为了营造落英缤纷的意境 ，
竟然将落叶从垃圾桶中翻出， 进
行抛撒， 这种行为不仅存在着健
康隐患， 也给环卫工人的正常工
作造成影响， 严重损害着社会文
明和道德。

在漫天飞舞的落叶中拍照的

确很有意境， 但是这种意境往往
都是自然生成的， 也就是说， 这
些落叶都是自然飘落的， 这样才
能展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
美。 可是这些市民却别出心裁，
利用垃圾桶内的落叶来实施抛
撒， 这种摆拍不仅无法还原和展
现自然之美 ， 也存在着很多隐
患。

城市是我家， 文明靠大家 。
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这是小学
生都知道的道理。 每个人都应该
自觉爱护环境， 尊重环卫工人的
劳动， 这是基本的道德和素养，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却总有一些
人无视这些道德规则和文明素

养， 将城市当做自己的客厅， 做
出一些违反道德， 破坏文明的行
为 ， 比如 ， 乱丢垃圾 ， 随地吐
痰， 乱刻乱划， 乱停乱放等等，

这些行为都暴露一个人基本素质
的缺失， 这些抛撒落叶的市民也
是这样， 其抛撒的是落叶， 却让
文明跌碎一地。 □刘剑飞

为了拍照撒落叶让文明跌落一地

近日，云南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
见》，将把为国家和云南省作出
突出贡献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作
为重点支持对象， 着力提高技
术工人收入水平， 完善工资正
常增长机制，拓宽收入渠道，加
大培养培训力度， 强化评价使
用激励机制， 并提高技术工人
社会地位。（12月1日 《春城晚
报》）

云南省将坚持激励引领 ，
全方位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令
人鼓舞。要知道，技术工人是人
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加快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
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
量，是技术创新的探索者、实践
者和推动者。

曾几何时， 技术工人不那
么吃香了， 以及因为技术人才
待遇低， 导致高技能人才出现
“断层”之忧，这让国内制造业
失去了应有的色彩与活力。

欣慰的是，今年早些时候，
为了完善技术工人培养、评价、
使用、激励、保障等措施，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的意见》。这是立足新时期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又一个重
大战略决策， 第一次把提高技
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技
术工人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
视， 对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经
济社会地位、 加强技术工人队
伍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就此来说， 云南省全方位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正当其时。
总之， 技术人才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科技创新的生力军。特
别是冲在一线的技工才是真正
的“行家”，是社会进步和企业
发展不可或缺的财富。因此，各
地要打破工人成才成功成名的
壁垒， 给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技
工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优厚待
遇， 同时要完善高技能人才合
理流动和社会保障机制， 在全
社会形成劳动光荣、 劳动者光
荣的社会环境。 □程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