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打赢白领午餐 “保胃
战”， 彰显了工会组织面对职
工困难与诉求积极作为的履职
担当。 而且， 打赢 “保胃战”
也有助提升区域品牌效应。

■网评锐语

查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快递包装“瘦身变绿”尚需多方发力

为工会打赢白领午餐“保胃战”点赞

“共享茶室”虽好
监管不能缺位

■劳动时评

徐建辉： 11月6日 ， 滴滴顺
风车在滴滴出行APP公布了最新
产品方案， 同时宣布将于11月20
日起， 陆续在哈尔滨、 太原、 石
家庄、 常州、 沈阳、 北京、 南通
7个城市上线试运营。 显而易见，
安全性是此次滴滴顺风车 “重出
江湖 ” 最大的看点 。 提升网约
车、 顺风车安全与服务体验是一
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 不可能
一蹴而就、 一劳永逸。 对此无论
是滴滴， 还是其它共享出行服务
商都该有最清醒的认识。

滴滴顺风车重新上线
安全应长期“置顶”

钱夙伟： “共享经济”正逐渐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厦门，
共享茶室悄然出现， 成为不少市
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然而很多消
费者也对共享茶室提出了疑虑 ：
“茶室卫生是否过关？茶具消毒是
否到位？ 茶叶来源是否可靠？”既
然是新的模式， 执法管理在有些
方面可能还没有明确的依据，让
监管不同程度地处于空白状态 ，
因此，还亟需要完善相关的规定，
确保执法管理有据可依。

随着一年一度的 “双十一购
物狂欢节” 日益临近， 快递包装
“瘦身变绿” 的话题再次引发关
注。 近日， 国家邮政局就联合多
部门对快递领域包装情况摸底调
查 , 不过记者注意到 ， 尽管近
几年国家对快递包装高度重视，
但随着快递行业总量的迅速增
长， 包装如何妥善处理依然面临
重重难点， 想要短期内实现快递
包装 “瘦身变绿” 不那么容易。
（11月6日 《工人日报》）

正所谓 “兴一利生一弊 ” ，
快递促进了电商行业的发展， 但
也带来了堆积如山的快递垃圾，
给环境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 如

何实现快递包装 “瘦身变绿 ”，
减少垃圾污染， 成了亟待解决的
环保问题。

尽管这些年， 国家不断出台
有关政策法规， 对快递包装始终
将 “瘦身变绿” 的目标放在第一
位， 重复利用、 可降解等要素成
为重中之重， 尽管在此背景下，
一些快递企业也迅速有了行动回
应。 但这些企业的举措往往带有
“试水” 的意图， 要么浅尝辄止，
要么剑走偏锋， 一句话， 没有真
正落实到位。

有观点认为 ， 让快递包装
“瘦身变绿 ” 还存在诸多问题 ，
最突出的一点便是环保材料成本

偏高， 这成为了快递行业变革包
装的制约瓶颈 。 这当然大有道
理， 理应得到正视和解决。 但也
要看到 ， 让快递包装变绿 、 变
瘦， 其实也是个系统工程， 这既
涉及到包括快递、 包装、 分拣、
仓储、 运输、 装卸、 配送以及所
有消费者等诸多环节， 也涉及到
全民环保意识 、 绿色产业的联
动、 建立包装循环体系、 完善政
策标准体系等诸个方面， 单靠一
个企业和一个行业的努力， 效果
恐怕是很有限的。 其中除了政策
法规引领， 尚需全行业和上下游
以及各个关联方形成共识， 多方
发力。 □张国栋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也说“最严养犬令”

□李雪

■世象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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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儿童食品安全标准要先行

上海部分金融商贸楼宇里 ，
白领职工 “中午吃饭没食堂 ”，
只能在外面对付一餐， 贵且难合
口味， 还不安全， 成为职工心中
挥之不去的烦恼。 工会了解情况
后， 当即投入力量倾情服务。 在
一场场被白领职工称为工作午餐
“保胃战” 中， 白领们看到了工
会忙碌的身影。 （11月5日 《工

人日报》）
据了解， 虹桥商务区是近年

来上海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 现
有超3700家企业 、 逾50000名白
领职工聚集于此 。 谈起 “吃饭
难、 吃饭贵” 问题， 新虹街道的
一组调研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有
超过9成的受访职工反映吃饭难，
79.5%的受访职工表示最在意菜
品价格 ； 95%的受访职工表示
菜品卫生最重要 ； 98.4%的受访
者表示在虹桥商务区经历过午餐
排队。

诚如有的女白领表示， “在
黄金地段上班， 看起来我是风风
光光的白领。 然而， 吃午饭却是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到头来

‘凄凄惨惨戚戚’”。 白领虽然风
光， 但也是肉身，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这是最为基本
的生理体验。 而在吃饭方面， 若
白领有上述体验， 无疑会给他们
带来工作生活上的困扰， 尤其会
给他们埋下身体健康隐患。

白领午餐 “保胃战” 关系着
一线员工的权益， 当地工会积极
想办法纾解无疑值得称道。 据报
道， 新虹街道总工会当起了协调
者和引路人， 通过签约 “特约商
户” 的模式， 为辖区职工的午餐
提供折扣优惠。 “新虹易食堂”
的概念就此诞生。 不仅如此， 对
于有团餐需求的企业， 还可以通
过街道工会的平台 ， 与商户联

系， 定制个性化员工套餐。
更重要的是， 新虹街道工会

通过政府出资的方式， 发放了一
定数量的代金券， 每张30元， 以
此帮助商家导入更多的客户量。
这就意味着， 这些 “白领食堂”
也不会吃亏。 还有的企业联手总
工会与商户谈团购， 通过工会经
费补贴等多种形式 ， 把职工午
餐、 早餐都作为工会服务职工的
一项内容， 这更无疑提升了白领
的获得感， 更实现了多赢。

工会打赢白领午餐 “保胃
战”， 彰显了工会组织面对职工
困难与诉求积极作为的履职担
当。 而且， 打赢 “保胃战” 也有
助提升区域品牌效应。 比如， 不

仅解决了白领现实之难， 更可以
成为吸引人才的一块招牌。 道理
不难理解， 这些白领即便收入不
低， 吃饭难和吃饭贵， 同样会让
其生活幸福指数贬值 ， 纾解以
后， 就会让更多人才聚集于此。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工会打
赢白领午餐 “保胃战” 定可以让
职工更加信赖工会组织， 使工会
更具有吸引力。 “申工社” 的调
查表明， 超过7成受访职工的单
位建立了工会， 有超过64%的受
访者表示 ， 他们所在单位的工
会， 为了让职工吃好午餐， 有针
对性地开展了厨艺技能竞赛、 问
卷调查等活动……故此， 定将有
更多职工加入工会。

近日， 有媒体报道， 市面上
一些 “儿童食品 ” 以 “少盐 ”
“营养” “健康” “有机” 等噱
头吸引眼球， 而实际上只是变换
了包装、 体积和口味， 与同类普
通食品没什么差别， 标价却翻了
倍 ， 许多父母不明就里纷纷购
买。 （11月6日 《人民日报》）

近年来， 不少食品商家赚钱
无底线， 乱打 “儿童” 牌， 在多
类食品上标注 “儿童” 二字并大
肆宣传， 高价出售。 孩子家长很
容易被 “儿童专用” “幼儿” 之
类的字眼所忽悠， 不计成本地争
相抢购。 这些所谓 “儿童食品”
一般包含 “四多 ” ———多添加
剂、 多糖、 多盐、 多油， 给孩子

们带来健康隐患。 譬如， 所谓儿
童饮料， 其实就是多添加了吸引
孩子的色素和一些香精、 糖。 这
些儿童食品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非
但无益， 反而有害。 正因为此，
之前，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目前
国家还没有所谓的 “儿童食品”
相关标准， 消费者对 “儿童专用
食品” 应当谨慎。

当务之急是 ， 针对3周岁以
上的低龄儿童经常食用的食品，
制定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 要求
生产厂家在生产 “普通版” 的同
时推出 “绿色儿童版”， 以供儿
童和家长选择。

国家还应尽快出台规定， 要
求在真正适合儿童消费的休闲食

品或饮料上有醒目标识， 在产品
外包装或说明中写清楚成分并标
注配料表， 明确标注食品营养成
分和能量值等情况， 以帮助消费
者作出正确选择。 此外， 进一步

完善检测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
强化生产经营企业的质量意识，
建立儿童食品安全监测、 检测和
预警机制， 也是必不可少的。

□廖海金

记者4日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
到， 北京市区两级住建 （房管） 部门近日开展房地
产市场执法检查， 12家违规发布房源信息的房地产
经纪机构被查处。 （11月4日新华社） □朱慧卿

本月起， 又一个被称 “最
严养犬令” 的 《太原市养犬管
理条例》 开始实施。 之所以说
“又一次”， 是因为其他地方类
似的 “最严养犬令” 早前出台
过不止一个， 有些条款并不比
太原的宽松， 然而效果却也并
不显著， 于是才被后来的 “最
严” 取代。 有人调侃， 狗绳越
来越短， 罚款越来越高， 狗粪
越来越贵 ， 怕狗的却越来越
多。 老实说， 太原的这次 “最
严” 能否终结这种循环， 恐怕
也是问号。

养狗家庭日渐增多， 各种
犬类招摇过市， 已经成为城市
的一道风景。 许多人养狗是寻
求精神抚慰与寄托， 本无可厚
非， 况且， 人与犬的和谐相处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 体 现 。
而养狗之所以成为一个影响
邻里关系的社会问题 ， 甚至
酿成伤人事件 ， 以致需要政
府 出 台 越 来 越 严 的 管 理 办
法 ， 不能不说首先是养犬人
的素质或曰自觉性使然 。 尽
管 “最 严 ” 处 罚 可 能 有 效 ，
但 毕 竟 有 限 ， 而且政府不可
能出动大批人员上街查狗。 为
什么不能从养犬人的素质方面
多做些工作呢？

如今， 每年出国旅游者数
以亿计， 相信大多数人都看到
过国外城市中满街狗影的情
景。 牵绳是必须的， 但似乎没
有 “标准尺寸 ”， 牵狗人随时
根据路况收放就是； 犬只不得
进入公共场所 ， 只要有标示 ，
主人会自觉把狗拴在外面 ； 至
于狗粪 ， 绝大多数主人会立
即清理 。 当然 ， 也有不自觉
者或犬只伤人， 但面临的处罚
或赔偿却绝非区区小数可以塞
责的。

说这些不是简单对比， 也
不想否定严管， 而是提请养犬
人三思： 养犬是文明的体现 ，
我们何以做的不文明 ？ “最
严养犬令 ” 针对的是不讲道
德的行为 ， 我们何以突破道
德底线 ？ 讲文明 ， 守道德自
然 远 离 “最 严 ” 。 当 养 犬 人
都文明起来了， 辅之以必要的
管理， 养犬令严不严也就没有
意义了。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