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学徒 “带薪入学”，不
仅能够减轻学生及其家庭的负
担，而且按照“企校双制、工学
一体”的培养模式，也有利于企
业培养适用的人才， 尤其是学
徒相关待遇方面的保障， 更能
够起到凝聚人心、 促进发展的
作用， 更表现出对学徒劳动价
值的尊重。

网约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出行方式， 也
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 对于这项新
生事物， 很多司机、 乘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并没
有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保持警惕， 导致出险难
赔、 钱财被骗、 遭遇侵害等诸多问题频发。 (8月
11日 《法制日报》） □王铎

■网评锐语

网约车要安全合规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别让智能门锁成“失能门锁”

■世象漫说

新型学徒“带薪入学”具有借鉴意义

道路救援乱象
需要好好治治了

■劳动时评

张国栋： 在“人手一部”手机
的年代，读新闻、看视频已经成为
一件寻常事。随着“低头族”不断
增加， 一些人却开始在寻常事上
打起了主意。一批打着“看新闻、
看视频、走路能赚钱”旗号的赚钱
类APP频繁出现， 吸引大量用户
下载安装。然而，赚钱APP并非真
的能赚钱， 从注册使用到现金提
现， 整个过程圈套重重， 一不留
神，不仅白费功夫，还可能掉入陷
阱。 针对赚钱类APP还处于法律
真空状态， 相关部门要制定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赚钱APP”
真能赚钱吗？

黄齐超： 道路救援是很多车
主应对意外的 “救命稻草”， 但
在昆明， 这根 “救命稻草” 并不
规范， 甚至有时让人觉着离谱。
有车主表示只是装了一个轮胎，
服务费就收了400元， 比轮胎还
要贵。 如果道路救援的服务价格
公道， 倒也没有什么， 但是， 很多
地方的道路救援服务极不规范 ，
价格高得离谱。 可以说， 道路救
援乱象， 真需要好好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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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庭的第一道屏障， 智
能门锁真的安全吗？ 京津冀三地
消费者协会11日公布网售智能门
锁比较试验结果， 让智能门锁安
全问题再次打脸。 经测试， 38把
智能门锁样品中， 有24把样品的
IC卡钥匙可被破解复制， 其中包
括标价3700元的一款智能门锁；
14把智能门锁样品宣传具有指纹
识别功能， 实测并不具备， 涉嫌虚
假宣传。 （8月11日 《北京晚报》）

38种样品， 超过30把都不同
程度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质量或
安全问题， 这难道就是广告吹的

天花乱坠， 人们寄予厚望的 “智
能门锁”？ 那么现在市面上的这
些五花八门的智能门锁究竟是
“智能” 还是 “失能”， 不妨跟随
京津冀三地消协的市场调查和专
业检测看个明白。

据介绍， 此次比较试验样品
由消协工作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
从京东商城、 天猫商城、 苏宁易
购、 1号店、 三星官网等电商平
台随机购买， 涉及28个品牌的38
把样品， 可以说具有非常广泛的
代表性， 其比较试验结果应当能
够基本代表这一类商品的整体状

况。 乍一看， 一些智能门锁很智
能。 不仅外观更具科技感， 而且
功能十分强大。 可事实上谁想到
会存在这么多风险漏洞？

当然， 智能门锁的应用也是
大势所趋， 只是在很多方面还需
要完善。 这不光需要商家加强技
术开发和性能优化， 及时堵塞漏
洞、 消除风险， 还需要强化这一
领域的监管。 一是要尽快出台相
应安全技术标准， 对此类产品进
行全面清理规范； 二是要严惩各
种虚假、 欺诈宣传， 不让无良商
家误导消费者。 □徐建辉

招工即招生 、 入企即入校 ，
企校双师带徒、 工学交替培养。
在甘肃张掖， 目前有220名企业
新型学徒正在陆续接受培训。 按
照甘肃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
制的实施意见， 今明两年全省将

每年培训4000名以上企业新型学
徒， 2021年起， 力争年培训学徒
5000名以上。 （8月10日 《工人
日报》）

据悉， “带薪入学” 是这种
企业新型学徒的最大特点。 根据
甘肃省的规定， 学徒在学习培训
期间， 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支付工资， 且工资不得低
于企业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 （合
同）， 明确学徒对象、 学徒岗位、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与期限、 质
量考核标准办法和学徒期工资等
内容。 可见， 这些学徒的权益更
有保障。

新型学徒 “带薪入学 ”， 不
仅能够减轻学生及其家庭的负

担， 而且按照 “企校双制、 工学
一体” 的培养模式， 也有利于企
业培养适用的人才， 尤其是学徒
相关待遇方面的保障， 更能够起
到凝聚人心、 促进发展的作用，
更表现出对学徒劳动价值的尊
重。 而学徒有了工资的保障， 也
能调动起工作积极性， 在学习中
提升自身的实践技能。

更值得称道的是， 甘肃省规
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
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补贴
数额按照企业支付给技工院校培
训费用的60%确定， 每人每年的
补贴标准原则上控制在4000元至
6000元间， 补贴期限不超过2年。
而这部分补贴， 一则可以切实减

轻企业的负担； 二则可以形成正
向激励效应。

同时， 从培训内容来看。 学
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
的中 、 高级技术工人为主 ， 比
如， 包括专业知识、 操作技能、
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 特别
是工匠精神的培养。 以企业为主
导确定具体培养任务， 由企业与
培训机构分别承担。 从这些层面
来看， 培养出来的学徒， 更有利
于与市场接轨， 也就更能赢得市
场的欢迎。

而新型学徒 “带薪入学” 并
不会因此丧失学习的机会 。 比
如， 技工院校和职业院校要对企
业学徒进行非全日制学制教育学
籍注册， 学徒累计学分达到规定

要求的， 可获得相应技工院校或
职业院校毕业证书 。 于学生而
言， 一方面通过以学徒身份收获
技能与相应的收入； 另一方面也
可以通过学生的身份， 完成学业
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

去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
财政部就出台 《关于 全 面 推 行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 》 ， 其
中 就 明 确 提 出 ， 按 照 政 府 引
导 、 企 业 为 主 、 院 校 参 与 的
原 则 ， 在 企 业 全 面 推 行 以
“招 工 即 招 生 、 入 企 即 入 校 、
企 校 双 师 联 合 培 养 ” 为 主 要
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 可以
说， 新型学徒 “带薪入学” 较好
地落实了上述相关要求， 无疑具
有借鉴推广价值。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请给受助者
“有尊严的温暖”

“公路躺”其实一点也不美
8月10日 ， 青海省公安厅交

通警察总队官方微博向前往青海
旅游的人们发出安全提示———
“躺公路摆pose不要让你的美成
为亲人的泪”。 其中提及， 自然
美景美不胜收， 环线旅游游客难
掩激动之情， 竟然以身犯险， 在
公路上躺、 卧、 蹲、 坐， 各种摆
pose， 全然不顾交通安全， 真是
一副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美照
朋友圈的姿态。 （8月12日 《北
京青年报》）

进入旅游旺季， 从大柴旦进
入敦煌的高速公路， 其中一段十
公里的路程因为背倚大山、 周边
自然植被丰富， 被誉为 “青海最
美公路”。 本来， 坐在车上欣赏

一下自然风光是很惬意的事情，
但偏偏有不少个体旅游组织者把
“公路拍照” 当成了行程中一项
重要的内容， 还美其名曰为 “公
路躺”， 误导游客在车道上取景
拍 “网红照”。 殊不知 ， 看似空
旷的公路却暗藏危机 ， 凶险重
重， 稍有疏忽就会酿造惨剧。

依据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六十七条规定， 行人不得
进入高速公路 。 第六十三条规
定， 行人不得跨越、 倚坐道路隔
离设施， 不得扒车、 强行拦车或
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
行为。 照此规定， 游客在青海高
速道路或青海湖、 茶卡盐湖等景
区周边公路随意下车拍照的行为

皆属违规行为。 在美景下拍照本
是为了留下一个美好生活的回
忆， 但如果刻意去拍 “公路躺”，
就成了一种肆意的炫耀， 不但违
反了法规， 也违背了社会公德，
最终必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

谴责和执法机关的严厉惩罚。
作为新时代的旅游者， 每一

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公路躺” 其实一点也不美， 还
是捋正心态， 远离为好。

□徐建中

□杨李喆

安徽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 《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明确
要求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
相结合， 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
互相比困； 公示时严禁涉及学
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困难家庭的孩子为了获取
国家资助， 减轻父母压力， 当
众诉苦、 互相比困， 是可以理
解的幼稚行为。 但作为学校、
师长， 却不能听任学生隐私的
暴露 。 这是一条基本道德底
线。 突破了， 就是对未成年人
及其家长的伤害。

由此想到每逢年节对困难
职工的慰问活动 “套路” ———
领导带队， 兴师动众上门， 送
些米面粮油， 或再亲手递上个
红包， 然后拍照留影， 打道回
府 。 看上去很有 “仪式感 ”，
也颇有 “宣传意义”， 但却没
有顾及到受助者的感受。

困难职工生活窘迫， 有衣
食之忧 ， 因此需要帮助和关
爱 。 但他们在人格上并不低
下， 同样有尊严， 同样需要他
人尊重隐私。 当他们面对领导
和围观者接受那些钱、 物时，
这种自尊心理可能愈发强烈。
如果还要面对镜头亮相， “展
示” 自己的贫寒， 其内心可能
更容易受到伤害。 他们可能会
感动， 甚至会落泪， 但同时还
会窘迫、 尴尬……那种复杂的
心理感受虽然并不外露， 但影
响却可能久远。

或许 ， 我们给 “送温暖 ”
赋予了过多的道德和政治含
义； 或许， 我们需要通过某种
形式向社会宣示它的意义， 尽
管这是必要的， 但在崇尚 “以
人为本” 的今天， 又都成为次
要的了。 领导们在送去物质帮
助的同时， 应该顾及到受助者
的心理感受。 能不能不再大张
旗鼓地送钱送物上门， 请受助
者自己去领取， 或者发放资助
票证， 让受助者自己去消费？
这样做， 领导可能失去一些露
面与宣传的机会， 却给受助者
送去了实实在在的 “有尊严的
温暖”。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