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团伙化行动、 采运船只近千艘、 长江沿线
跨省市疯狂盗采……新华社记者随同警方深入一线
调查时发现， 长江流域出现盗采江砂团伙， 他们一
边组建非法采砂 “巨型舰队”， 一边在江域中划分
“势力范围”， 气焰十分嚣张。 （7月31日新华社）

□朱慧卿

■网评锐语

疯狂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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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给“傍名牌”设置多道拦截网

■世象漫说

赞赏“有温度”的市场管理容错机制

健身器材应有
儿童一席之地

■今日观点

李雪 ： 近日 ， 有消费者反
映， 在外卖平台订购1点点奶茶
索要发票时， 被告知需要满足更
高的订单金额才能开取发票。 媒
体调查， 外卖平台上商家开发票
有金额限制或不支持线上开发票
的现象不在少数 。 根据国家规
定， 消费者索要发票不应受任何
金额限制， 如因自身问题不能及
时提供报销凭证应提前告知顾客
并及时补充票据。 外卖发票设置
“起步价 ” 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
于此， 商家当给予改进。

外卖发票设“起步价”
侵犯消费者权益

左崇年： 暑假过半， 孩子的
活动场所从学校转为公共场所，
社区的健身区域、 体育公园、 露
天体育场……不过， 这些公共区
域的健身设施真的适合孩子锻炼
吗？ 儿童健身需求和成年人健身
一样需要 、 一样重要 。 儿童健
身， 有利于健康的培养。 健身器
材应有儿童一席之地， 这不是个
小问题， 这不仅是关系到儿童健
康成长的大问题， 也关系到祖国
未来的大问题。

宽容轻微违法并非放纵不
管， 而是要求执法人员运用多
种手段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处
罚是纠正，劝诫也是纠正，温情、宽
容一些效果更好。当然，对于经
教育、 劝诫、 责令而拒不改正
的，仍然应该给予相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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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
判决， “九粮液” “九粮春” 等
产品的行为被认定侵犯 “五粮
液” “五粮春” 所享有的商标专
用权 ， 前者立即停产并赔偿损
失。 （7月31日 《北京青年报》）

这一案例将注定成为一个对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具有深远影响
的案例。 五粮液耗时6年 ， 在一
审、二审的接连败诉之后，历经曲
折，终于在这场针对“傍名牌”的
马拉松维权中笑到最后， 在最高
法的再审程序中取得对九粮液、
九粮春的胜诉，着实不易。

打击遏制“傍名牌”需要多道
拦截网， 而法院是最后一道拦截
网，法院作为“守门员”坚守着保
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底线和企业寻
求权利救济的维权底线， 最高法
以及其他各级法院依法公平办
案，厘定“傍名牌”侵权行为，确定
侵权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 对维
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起着最终
裁决、兜底干预的作用。然而，“傍
名牌” 案件的司法程序往往比较
长，企业要付出较高的维权成本、
较多的维权精力，一些企业可能难以
坚持到最后，甚至会望“诉”却步。

这就需要我们设置好其它拦
截网，一者，企业注册、知识产权
注册等部门推动有关企业名称、
商标注册规则的修改完善， 给知
名品牌设定更大的保护范围，提
升保护的等级和质量；二者，知名
品牌的拥有企业增强维权意识，
未雨绸缪，积极进行相关关联性、
保护性注册；三者，市场监管部门
结合投诉和巡查线索， 依法加强
对“傍名牌”行为的打击力度，用
行政手段惩戒“傍名牌”行为，规
范市场经营行为， 震慑潜在的侵
权者。 □李英锋

报载， 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发
布 《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
处罚清单》， 对8个行政执法领域
的30项首次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建
立容错机制，“向市场释放温情与
善意， 为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 创新型企业在发展初期提供
更加宽容的制度环境。” 报道称，
其中涉及集贸市场管理、价格法、

食品安全法等领域8个事项的免
罚措施为全国首创。

对于读者而言， 青岛此举是
否首创没什么实质意义， 重要的
是， 它释放出那里市场管理的宽
容信号， 而这正是许多与此相关
的企业、个体至为关注的大事。

市场管理要依法办事， 严格
执法无可厚非。 但有些事情并不
是“非白即黑”那么简单。譬如，这
次被青岛列入清单的30项不予处
罚事项，有的属于程序违法，依法
改正后可不予处罚； 有的违法行
为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可不予处罚。 这样做不是心血来
潮 ， 而 是 充 分 考 虑 到 现 实 情
况———企业发展初期， 由于不熟
悉相关法规出现违法行为， 多是
无心之失。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

实事求是的管理办法， 才真正体
现了政府为人民服务， 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的初衷。

青岛建立首次轻微违法经营
行为容错机制，“为各类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 创新型企业在发展
初期提供更加宽容的制度环境”，
用心良苦，必然受到赞许与欢迎。
那么， 同样属于市场管理范畴的
个体摊贩，是否也能够享受到政府释
放的“温情与善意”，也被允许“首
次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容错”呢？

毋庸讳言， 市场管理人员粗
暴执法不时曝光，屡遭批评，似乎
已成顽疾。 果真没有解决办法了
吗？“首次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容错
机制”提供了一条思路。

譬如流动摊点占道经营 。这
是许多地方市场管理人员与摊贩

冲突的集中“爆发点”，无非是一
边满街抄摊、 强行收缴， 一边是
“打游击”、“捉迷藏”，如果“狭路
相逢”，难免“短兵相接”；如果执
法简单粗暴， 必然引发事端。那
么， 如果市场管理人员设身处地
为低收入群体的生计着想， 宽容
他们的 “首次轻微违法经营行
为”，改正就好，下不为例。继而选
择不影响交通和环境的合适位
置，设置规范的摊点群，使摊贩合
法化，双方也就不必再玩“猫捉老
鼠”的游戏。还可以发动商户“共
管自治”，逐步提高摊贩们的规范
经营意识，让自治触发自觉，岂不
是比抄摊、收缴更好的管理？何至
于发生暴力冲突？

以温情、善意为企业、为群众
服务，必然赢得人民的首肯，许多

过去难办的事情迎刃而解了，自
然使动用执法手段往往成为不必
要。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弄清楚市
场管理的定位———是“管人”的还
是 “服务 ”？不错 ，管理者有执法
权，执法对象当然是人，但这并不
意味着其工作人员就是权力的化
身， 就可以生硬甚至粗暴地 “管
人”。况且，管理对象并非都是刻
意违法者， 为什么不能用 “有温
度” 的服务手段让其自觉地纠正
错误，皆大欢喜呢？

宽容轻微违法并非放纵不
管， 而是要求执法人员运用多种
手段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处罚是
纠正，劝诫也是纠正，温情、宽容
一些效果更好。 当然， 对于经教
育、劝诫、责令而拒不改正的，仍
然应该给予相应处罚。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家教行业不能
继续“野蛮生长”空调工权益谁来保障

蝉鸣夏日， 随着入伏后气温
的连日升高， 空调工们迎来了一
年中最繁忙的时段。 7月18日早
上5点， 一阵急促的闹铃惊醒了
睡梦中的空调安装工郭光光， 来
不及吃顿早饭， 他便赶往位于北
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的海尔空调库
房取单提货。 （8月1日 《工人
日报》）

夏季被热抢的空调工， 权益
亟待重视。 其一， 劳动用工依法
诚信是基础， 对于用工单位而言，
当增强法律意识， 无论是招聘长期
用工， 还是使用临时工， 最为重要
的是， 按照 “法律规矩” 来， 必须
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要知

道， 无论是为了节省用工成本，
还是不屑于依法用工， 到头来不
仅难逃法律制裁， 且会影响自家
生意， 这就得不偿失。

其二， 应充分发挥好工会组
织的作用。调查显示，由于企业有
意控制长期用工人数， 职工数量
长期保持在50人以上的企业非常
少，工会组建率低，而且发挥作用
不明显。但是，工会组织却不能放
弃这些空调工的权益保护。 诚如
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建议， 应大
力推动家电安装维修企业工会组
织建设， 建立行业劳动关系协商
机制，这就值得探索运用。

其三， 加强行业劳动用工监

管。 一方面应加大劳动相关法律
知识的普及， 增强这些劳动者的
法律维权意识； 另一方面应加强
有针对性的劳动用工监管， 对存
在非法用工的及时纠偏。 再者，

政府有关部门对空调安装维修工
需持有的相关从业资格证书进行
明确规范， 这同样有助于规范劳
动用工行为， 且有利于净化市场
维护消费者权益。 □杨李喆

□张刃

正值暑期， 家教生意更为
走俏， 一些机构甚至开出了金
牌家教一小时500元、 补齐语
数外三科一年15万元的 “天
价 ” 学费 。 然而 ， “新华视
点” 记者调查发现， 家教简历
注水是业内的公开秘密， 家长
花高价请到的很有可能是家教
中介虚假 “包装 ” 出来的老
师； 家教行业缺乏准入和专业
标准， 相关部门监管乏力， 一
旦发生事故难以追责 。 (7月
31日 《劳动午报》)

现在很多家长都很重视教
育 ， 为了提升孩子的学习成
绩， 一些家教行业乱象比较常
见的有 ： 虚假宣传 、 简历注
水。 为了招揽生意， 一些家教
机构公然让家教教师编造简
历， 对外进行虚假宣传， 这已
经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 而家
教服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家
教行业缺乏严格的监管， 就可
能让一些有前科的不法分子混
入家教教师队伍， 而这对学生
来说 ， 无异于 “引狼入室 ”，
这就大大增加了发生虐待与殴
打学生、 性侵学生等不法行为
的风险。 正因如此， 对于家教
行业乱象， 亟待引起重视并尽
快予以遏制。

家教行业乱象之所以如此
普遍， 原因在于家教行业长期
处于没有标准、 缺乏监管的自
发状态， 这让家教市场成了一
个灰色地带， 家教机构不负责
任、 虚假宣传， 也不会由此受
到相应惩处， 自然更加放纵了
这些家教机构。 就像一条长期
没有清洁工人清扫的街道， 能
够保持干净倒是一件稀罕事，
家教行业长期处于监管盲区、
灰色地带 ， 违法违规成本过
低， 行业自然会乱象丛生， 以
至于形成了恶性循环。

家教行业能否健康发展，
关系广大学生的权益， 促进家
教行业健康发展， 才有利于保
护好学生权益。 亟待将家教行
业拉入有序发展的正轨， 促进
其规范化发展， 不能任其继续
“野蛮生长”， 这是对孩子们负
责， 也是对未来负责。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