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有不少公司专门针对网红
抢注商标并借此牟利。 8月5日， 记者见到了敬汉
卿， 这几天， 他因自己名字被抢注商标一事弄得焦
头烂额， 甚至停止了短视频更新。 敬汉卿介绍， 7
月30日， 他收到一封 “镜湖区知桥电子产品销售
部” 的邮件， 对方称自己是 “敬汉卿” 注册商标持
有人， 并表示敬汉卿目前运营的多个平台公众号已
侵犯他们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8月7日 《华西都市
报》） □王铎

■网评锐语

被抢注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网红商家要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

■世象漫说

和谐劳动关系“红名单” 具有推广价值

“深夜食堂”
安全为上

■劳动时评

李雪： 近年来， 饲养宠物的
人越来越多， “铲屎官” 们的消
费力吸引着商家和资本纷纷打起
了 “生意经 ”， 而 “宠物医疗 ”
则是宠物消费市场的大头和核心
之一。 在家住北京的爱猫人士王
女士看来， 她的猫就相当于她的
“家人”， 可是如果猫生病， 宠物
检查、 疫苗、 绝育、 除菌都会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宠物医疗需在
规范中前行。 行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就须以规范为基石。 故此， 面
对强大的市场空间， 无论是主管
部门还是行业协会 ， 当重视起
来， 加速推进相关标准的制定。

宠物医疗需在
规范中前行

张国栋： 夜间餐饮消费， 吃
得安全是基础 。 在安全的基础
上， 才能让消费者吃出体验、 吃
出文化， 展现出 “深夜食堂” 的
魅力和特色 。 针对发展 “夜经
济”，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
营司有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 强化对 “深夜食
堂” 的监管， 无论是夜间经营还
是日间经营， 都应一视同仁， 采
取相同的监管措施。

和谐劳动关系“红名单”实
现了让守法守信者得利， 作为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力推进
举措，具有借鉴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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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下午6点多， 逛了成
都太古里后， 苏女士和另两位朋
友前往这家网红餐厅吃饭。“早就
听说这家店口碑很好，我们3个人
一共点了大概8个菜。”苏女士说，
其他菜品都没问题， 但吃到凉拌
毛肚时，出现令人倒胃口的一幕：
“发现不止一条活蛆，实在太恶心
了。 ”回家后，苏女士越想越不舒
服，便写下这次遭遇经过，连同所
拍的问题菜品视频一并发到微博
上，引起众多网友关注。 （8月7日
《华西都市报》）

不管是餐厅、 奶茶店还是面

包店， 一旦网红加身， 就意味着
流量、 意味着客源， 也意味着滚
滚财源。 很多商家在成功晋升为
“网红商家” 以后， 都面临着顾
客人数激增， 但是经营管理、 服
务质量却没有相应提升的问题，
于是网红面包店被曝出使用过期
材料； 网红餐厅被曝出后厨蟑螂
横行、 老鼠肆虐， 直到有消费者
在菜品里吃出活蛆。 近年来这样
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不胜
枚举 ， 成为了 “萝卜快了不洗
泥” 的典型。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必

然会对网红商家感到失望， 从而
在消费过程中会变得更加理性，
这也算是被迫吸取教训。 而从商
家的角度来看， 则不能满足于成
为网红， 更要谋求长远发展， 成
为 “常红”。 当然了 ， 这样的提
醒， 并不能把每一位消费者都变
成 “理性消费者”， 也不能让每
一个商家都变得守规矩， 所以政
府部门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甚
至从某种角度来说， 负有监管责
任的政府职能部门， 对网红商家
要给予额外的关注， 重点地监管
才行。 □苑广阔

8月 5日上午 ， 市人力社保
局、 市总工会、 市企联、 市工商
联召开全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
员会工作会， 研究确定了构建北
京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五项行动
计划17项重点任务， 明确了和谐
劳动关系评价的基础性指标、 提
升性指标以及区域指标。 市级和
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还将纳入北
京市社会信用体系 “红名单 ”，

并享受相关激励政策。 （8月6日
《劳动午报》）

毋庸置疑， 推动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 不仅有利于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保障， 更有利于用工单位
事业的发展， 同时对于促进社会
经济增长， 增进社会和谐， 更好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也具有
着重要的意义。 而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 不单是劳资双方的事情，
更需要政府、 群团组织等多方面
共同努力。

北京市和谐劳动关系 “红名
单 ” 无疑值得称道 。 据悉 ， 市
级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纳入北
京市社会信用体系 “红名单 ”，
在享受人力社保相关优惠政策和

服务绿色通道等方面予以优先考
虑， 并作为企业代表参评劳动模
范和优秀企业家的重要参考依
据。 可见， “红名单” 不仅是和
谐劳动关系单位的实惠褒奖， 且
能够形成巨大的正向激励效应。

信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将
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纳入社会
信用体系 “红名单”， 不仅是对
涉事企业的信用褒奖， 而且借力
各部门相关职能也可以大大提升
“红名单” 企业的办事效能。 另
外， 这种正向激励措施， 也是对
社 会 诚 信 建 设 的 有 力 推 动 ，
比 如 有助于形成守信者路路畅
通， 失信者处处受阻的共识乃至
社会常态。

不只是北京， 此举在其他一
些地方也有着有益尝试。 以苏州
为例， 去年就专门出台 《关于对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给予正向激励
的意见 》 被评估认定为市 、 县
（市）、 区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的 ， 将被纳入信用 “红名单 ”，
推送至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外， 还
有在没有被举报或投诉的前提
下， 免予劳动保障主动监察等七
项激励举措， 让上榜企业得到了
真实惠。

当然， 让 “红名单” 更好地
发挥好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
作用， 也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跟
进。 比如， 北京市除了评选表彰
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和个人，

而且还将持续推进区级和谐劳动
关系单位和街道 （乡镇） “双百
双规范” 单位达标命名活动。 如
此， 就能够切实提升和谐劳动关
系创建活动的社会认同度、 企业
参与度和职工支持度。

总之， 和谐劳动关系 “红名
单” 实现了让守法守信者得利，
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力推
进举措， 具有借鉴推广价值。 当
然， 对于劳动双方而言， 应该认
识到， 和谐劳动关系是惠利各方
的好事。 于此， 一方面用工单位
就当依法诚信行事； 另一方面对
于劳动者而言， 也应以良好的职
业操守立足岗位， 唯有如此才能
实现共赢与多赢。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学生实习何以成了
校方“摇钱树”？

莫让电子烟迷雾再成健康“杀手”
近日，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

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电
子烟的危害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 目前国家卫健委正在会同有
关部门开展电子烟监管的研究，
计划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电子烟进
行监管。 （8月7日 《法制日报》）

电子烟尼古丁含量高于普通
香烟， 且同样存在 “二手烟” 问
题。 对于这一现象， 在今年 “3·
15” 消费者权益日当天 ， 央视
记者邀请相关专家在晚会上进行
了充分披露。 电子烟对人体健康
有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已有
明确结论，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
将电子烟列入烟草制品， 还有些
国家甚至把电子烟视做医药产品
来严格管理。 而相比之下， 我国

现在尚无全国性的将电子烟列入
烟草制品的法规 。 据不完全统
计， 目前， 尚只有深圳、 杭州、
秦皇岛这三个城市立法将电子烟
列入烟草制品， 加以监管。

笔者以为， 既然 “电子烟危
害健康和制造二手烟 ” 已有定
论， 电子烟被纳入控烟范围已势
在必行。 那么， 国家卫健委就应
该加快对电子烟监管的立法进
程。 笔者建议， 为了全体人民的
健康， 特别是为了青少年一代的
健康， 莫让电子烟迷雾再成为危
害健康的 “杀手”， 应尽快全国
性立法， 将电子烟列入烟草制品
加以监管。 在全国性立法还没有
出台前， 相关部门应该按现有广
告法， 严禁发布内容不实的电子

烟广告， 以减少不实电子烟广告
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 教育部门
和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远离电子

烟， 推动全社会大步向无烟的美
愿迈进。

□周家和

□杨玉龙

学机电工程的被安排去卖
饮料， 送一名学生去企业 “实
习 ” 能拿上千元 “管理费 ”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 某
些职校随意安排与专业关系不
大甚至毫不相干的实习岗位，
更有的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
“出卖” 给企业。 学生实习竟
成校方 “摇钱树”。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 实习岗位应符合专
业培养目标要求， 与学生所学
专业对口或相近。 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也三令五申， 严禁各地
职校借学生实习与实习单位、
劳务中介机构之间进行利益输
送， 收取劳务费、 中介费。 显
然， 记者调查的情况属于严重
违规、 违纪行为。

某些职校为什么敢于如此
胆大妄为呢？ 利益使然。

职校学生实习乱象大多与
钱相关， 推测原因无外乎： 其
一， 学校经费紧张， 需要 “外
快” 补充。 如果是这样， 那么
问题首先出在政府财政对职业
教育的投入不足， 把教育当作
企业办， 校方才敢谋求赚钱的
“市场”。 其二， 给教职员工增
加福利。 这可能与经费不足有
关， 但更可能是 “肥上添膘”，
额外收入 。 由于上级查办无
力， 甚至放任不管， 违纪者才
敢谋取这 “不义之财”。

上述两个原因， 看似都非
个人行为 ， 实则都属以权谋
私。 （国家规定， 职业院校必
须组织学生实习。 而组织的权
力在学校） 经费不足， 应该正
当申请增加； 福利不够， 应该
严格执行政策。 无论如何不能
“榨取” 学生的劳动力， 挣这
份 “昧心钱”。

学生实习发生乱象另一个
可能的原因， 是职校专业设置
不合理， 不能适应人才市场需
要， 以致学生没有可以对口实
习的企业。 即便如此， 也不能
任 意 安 排 学 生 ， 甚 至 “ 出
卖 ” 学生的劳动力 。 从长远
讲， 则需要调整专业设置， 对
于没有出路的专业乃至学校，
停办也罢。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