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消息， 对山西省晋中市
乔家大院景区予以取消质量等级处理。 一时间这个
因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 和电视剧 《乔家大院》
而广为人知的晋商院落， 备受关注。 一个知名5A
级景区被彻底 “摘星牌”， 背后有哪些问题值得反
思？ （8月9日新华社） □朱慧卿

■网评锐语

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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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期待“时间银行”让互助养老成为“时尚”

■世象漫说

推进职工技能培训需先祛除“拦路虎”

对在线旅游
要进行有效监管

■劳动时评

李雪： 互联网时代也有 “您
说前门楼子， 他说胯骨轴子” 的
事。 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 很多
互联网平台都追赶时髦使用智能
客服取代人工， 虽然减少了用工
成本， 但消费者得到的回答往往
驴唇不对马嘴。 伴随着人工智能
的崛起， 智能客服必将有着一席
之地。 对于企业而言， 利用智能
客服自然是好事， 但是让其能够
听懂人话， 真正解决问题， 才是
消费者最为期盼的。

智能客服
岂能听不懂人话

吴学安： 近日发布的《2019
年（上）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
投诉监测报告》显示，马蜂窝、世
界邦旅行、小猪短租、侠侣亲子游
等生活服务电商平台综合指数低
于0.4，获 “不建议下单 ”评级 。多
位消费者发现， 在线旅游平台在
宣传、交易、售后方面确实存在许
多“猫腻”。面对高速扩张的在线
旅游业，除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加
大落实力度外， 还需要建立对旅
游新业态的有效监管， 为游客提
供舒适安全的在线旅游环境。

培训是产业工人技能提升
的“催化剂”，是产业工人“供应
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
企业都有责任为之提供更多的
便利，工会也应该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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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志愿从事养老服务存
储时间， 年老时可提取时间兑换
服务。 记者日前从江苏南京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2020年，
南京将全面推广“时间银行”互助
养老机制， 实现服务时间全市通
存通兑。 （8月10日新华社）

时间银行储存的不是通常意
义上的金钱， 而是人们道德表现
量化而成的“道德金币”，虽然意
义大于形式， 但形式也是内容的
外在反映。将善行具体量化，的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和引导人
们“聚小善以行大善”，而将“时间

银行”用之于养老领域，以应对老
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 在国外也
有成功的经验。 瑞士用 “时间银
行”养老已蔚然成风，不仅为国家
节约了养老开支， 还解决了一些
其他社会问题。

2015年7月 ，《江苏省养老服
务条例》 就首次提出在全省内建
立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凡提供
养老服务的志愿者， 本人或其直
系亲属进入老龄后， 可以根据其
之前储蓄的志愿服务时间，优先、
优惠地享受到养老服务。 南京到
2020年，将全面推广“时间银行”

互助养老机制， 实现服务时间全
市通存通兑， 应该是落实该省养
老服务条例的注脚， 也是推进互
助养老的“硬通货”。

毫无疑问，“时间银行” 制度
上的完善对于该模式的推行具有
非同一般的意义， 是对以往的制
度“打了补丁”，相信，只要南京市
能够按照方案一步步施行， 一定
会为各地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
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

“时间银行”让互助养老成为
“时尚”，此情可待！

□樊树林

《工人日报 》报道 ，近日 ，上
海市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中心联
合浦东等4个区职工援助服务中
心组成专项课题组， 通过网上答
题、企业座谈等方式，就产业工人
技能提升培训开支及需求状况展
开调查。结果表明，职工参加培训
的意愿很高，但相关投入少，参训
时间短，加之政府培训项目有限，
现实条件不能满足职工需求。

本次调查有效样本中， 在被

问到 “是否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 时， 近九成职工给予肯定的
回答 。 这个结果令人乐观 。 但
是 ， 涉及培训开支和时间的投
入， 却出现了矛盾。 调查数据显
示， 64.4%的职工每年的培训支
出与年平均工资的投入比在1%
及以下 ； 17.9%在 1%-5%之间 ；
超过5%的比例仅为11.6%。 据上
海社保网数据， 2018年上海职工
年平均工资78045元， 1%则为780
元 ， 5%也不超过4000元 。 对于
技能培训而言， 这样少的投入很
难达到提升效果。

培训投入低， 与参加培训时
间短有关 。 调查统计 ， 35.4%的
人在2018年总共接受技能培训的
时间少于1周； 30.6%在1周到两周
之间， 两周到1个月的占19.7%； 只

有14.3%的受访者表示参加了累
计超过1个月的培训。 对此，约一
半受访者认为，由于工作安排，自
己能用于培训的时间太少， 并把
这列为参加培训遇到的首要困
难。这种情况在外商投资企业中、
在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最为明显。
技能提升需要一个过程， 不可能
一蹴而就， 如此短时间的培训显
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

培训开支与时间问题， 需要
做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是企业是
否愿意为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提供
一定的资金和时间， 另一方面是
职工是否肯于为了提升自身素质
增加学习投资， 并且牺牲一部分
休息时间。 前者取决于企业是否
有发展的长远眼光， 后者体现为
职工是否有积极的进取心。

解决职工参加培训意愿高而
投入少、 时间短的矛盾， 政府培
训项目成为首选。 一则培训效果
比较有保障， 二则政府项目 “名
正言顺”， 即使企业不愿提供帮
助也不便阻止， 三则有国家政策
补贴， 职工负担相对减轻。 上海
调查显示， 有六成受访职工希望
参加政府培训项目， 但又只有不
到四成的职工曾经参加过这类技
能提升培训。 为什么？ 因为政府
职能部门举办的培训项目有限，
很难满足不同职工群体对培训科
目的不同需求。 如上海人社部门
目前推出的职业技能补贴培训项
目191项， 经评估认证的A级培训
机构104家 ， 这与上海1000多万
职工、 500多万产业工人的量级
相比， 显然不适应。 上海如此，

其他地方恐怕亦然， 甚至更少。
创造条件努力增加政府培训项
目， 各地都有较大的空间， 关键
在于政府如何为职工技能培训定
位， 并采取相应行动。

培训是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的
“催化剂 ”， 是产业工人 “供应
链”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政府、
企业都有责任为之提供更多的便
利， 工会也应该有所作为。 上海
工会调查组建议， 通过集体合同
等形式为职工争取 “技能培训
假”， 以保障职工培训时间， 是
一个不错的思路。 除此之外， 工
会在职工教育方面有经费、 有阵
地， 有人才， 有丰富的经验， 都
可以充分调动和利用起来， 为更
多的职工提升技能， 为高素质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做出努力。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送餐快递员
不是谁的“出气筒”

谨防“泳”患侵害消费者权益
日前， 北京房山一游泳馆发

生疑似氯气泄漏致多人不适事
件， 令人心悸的同时也不禁令市
民对身边游泳馆是否安全卫生产
生了疑问。记者在南京、成都、厦
门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
现多地游泳馆仍存明显隐患。（8
月9日新华网）

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 ，多
地游泳馆明显隐患主要存在于，
一是“乱”，存在未按要求公示相
关信息， 部分泳池未妥善执行入
池前清洁程序等；二是“脏”，部分
游泳场所细菌总数超标， 引发未
成年人不良反应；三是“险”，一些
游泳场馆救生人员配备不到位，

一些救生员“开小差”。这些隐患
的存在， 无疑让游泳健身者处于
险境。

“泳”患作为行业丑态，不能
对其纵容， 需要经营者履行好法
定责任。乱脏险等问题存在，根本
上而言就是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
理念的缺失。比如，按要求，游泳
场馆应一个月一清洗， 但据报道
显示， 一些游泳馆为了最大程度
盈利， 往往尽量减少换水和洗池
的频率。 罔顾安全卫生标准的代
价就是侵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所以，经营者理当规避。

此外，需要强化市场监管。以
重庆市为例， 重庆市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局就组织开展了全市游泳
场所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对全市
927户游泳场所进行监督检查。这
样的集中监管执法就很有必要。
当然，常态化的巡检、抽检等同样
很重要。

安全和卫生游泳馆须兼得 ，
而这并非是难事一桩。 尤其是经
营者，应该认识到，安全和卫生，
不仅是法定责任， 且是为了维护
消费者的权益， 更未尝不是为了
自家生意的向好发展。 □杨李喆

□张刃

针对 “外卖员疑因送餐迟
到被打” 一事， 江苏省徐州市
睢宁县公安局官方微信近日刊
发通报称， 外卖骑手李某某与
订餐人刘某发生言语冲突， 继
而相互撕打， 被他人劝开后，
刘某又追打李某某。 案发后，
刘某已主动向李某某赔礼道歉
并赔偿损失， 公安机关依法对
刘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8月9日 中新网）

外卖小哥不是 “神 ”， 不
可能对订餐客户的详细住址都
能了如指掌， 尤其是对于入职
不长又缺少经验的外卖小哥，
多打客户几次电话， 多问几句
居住处信息， 也是为了能将订
餐尽快准确的送到客户手中，
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而且现在
的道路交通千变万化， 因为多
问了几句话， 订餐送慢了几分
钟， 就对外卖小哥大动肝火。
说直白点， 这是打心眼里不尊
重劳动者。

外卖快递行业已经融入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 外卖小哥这
份职业早已不可或缺。 尊重他
们， 不但体现出一个人面对劳
动者和对生活的态度 ， 同时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 每逢春
节长假期间 ， 因为快递员的
不足从而导致很多快件不能
及时送到客户手中 ， 让很多
人平添了 “假日烦恼”。 如今
因为一时的冲动和言差语错，
就对外卖员施展拳脚， 哪还有
一点淑女风范和对劳动者的最
起码尊重？

诚然， 外卖小哥也有犯错
的时候， 但对于绝大多数从业
人员来说， 尊重客户， 准确及
时送达依然是他们始终恪守的
基本执业准则。 不仅如此， 无
论客户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给出
“差评”， 几乎都可以让他们丢
掉 “饭碗”。 对外卖小哥的服
务不满意， 客户完全可以用理
性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
利， 无论如何也不该丢掉矜持
动手打人， 损了淑女形象还被
依法行拘， 着实是既可悲又得
不偿失。

□朱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