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职工代表就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 参加企业民主管理
说什么 、做什么 ，都要时 时 想
到如何向自己所代表的职工
“交差”；说不好，做不好，职工
不满意，就有权利要求换人。

■网评锐语

太闲了也会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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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为劳动关系协调员走俏叫好

职工代表不认真履职就该追责

人脸信息使用
亟待法律监管

■劳动时评

张培胜：网上转账缴费、处理
罚单……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 ，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手机
APP处理各种事务。可是，在手机
应用市场中，一些通过相近名称、
类似图标制作的高仿APP令人难
辨真假。 整治手机高仿APP还要
从源头上着手，公安、市场监管、
网信等部门采取联合执法， 对制
作高仿APP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
同时， 对利用高仿APP获取非法
利益的当事人，也要依法查处。

整治高仿APP
要从源头上着手

李雪：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的发展， 人脸信息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个人信息。不过，媒体调查
发现， 就是这样对于每个人如此
关键的数据信息， 却在网上被公
开兜售。 人脸信息使用亟待法律
监管。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细化
对人脸信息获取、加工、保存、应用等
各方面加以规范， 既是确保消费者
人脸信息不被非法采集使用甚至
交易的重要保障， 更是促进人脸
识别产业长远健康发展的基础。

自2018年起， 劳动关系协调
员的岗位已被列入宁波市紧缺职
业（工种）高技能人才岗位补贴目
录。取得劳动关系协调员二级（技
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可以获
得一次性培训补贴2000元， 还可
以享受紧缺工种岗位补贴500元/
人·月，这一引导政策极大激励了
企业职工报考劳动关系协调员相
关岗位的积极性，“劳动关系协调
员” 这一职业开始走俏？（11月29
日《宁波日报》）

随着劳动法律法规的日趋完
善和劳动者越来越强的自我维权

意识， 企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构
建合规合法的和谐劳动关系。 如
何协调好企业和职工的关系， 确
实需要一批具有认真负责的态
度、 客观公正的意识， 具备劳动
关系和劳动保障法律方面的专业知
识以及娴熟的沟通与交流技能的劳
动关系协调员， 然而， 目前总体上
还存在着劳动关系协调员数量不
足， 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状。

宁波市通过出台劳动关系协
调员激励政策， 不仅充分调动了
企业职工报考劳动关系协调员的
积极性， 加快了劳动关系协调员

队伍的建设， 逐步适应建立新型
劳动关系的需要， 而且为健全企
业和员工双方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
表达机制、 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
障机制提供了人才保障， 可以针
对性地发现企业中劳动关系的矛
盾和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和化解，
把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
萌芽状态，起到了“润滑剂”与“调
和剂”的作用，促进了企业的和谐
和稳定。 还有利于激励更多的员
工学习和钻研专业职业技能，不
断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这
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费伟华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应让求职简历
成为诚信履历

□张刃

■世象漫说

对“网上买菜”应加强监管
“外卖小哥只是送饭的 ？”你

out了！如今奔走在大街小巷的很
多外卖小哥的赚钱方式还有送蔬
菜和猪肉等生鲜食品。 为外卖小
哥撒钱的，是正在菜市场“打架”
的阿里、腾讯、美团、京东等互联
网巨头。（11月29日 中新网）

其实，此次引发阿里 、腾讯 、
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打架”
的“网上买菜”，也并非新鲜事儿，
早在2014年， 北上广深等重点城
市就曾掀起过一股O2O浪潮，第
一批试水的有爱鲜蜂、 青年菜君
等线上卖菜平台。“网上买菜”引
发众说纷纭，有叫好者，亦有不看

好者， 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网购便
利，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许，
一些居民对于网上买菜更多的是
不放心， 毕竟， 日常进菜场选购
时， 都会凭生活经验进行左挑右
选， 比如买蔬菜要看看有没有虫
咬、闻闻有没有残余农药味儿，买
块肉要仔细瞧瞧是哪个部位的、
用手掐掐肉质成色等等。

可所有的这些担忧都无法阻
挡把菜篮子搬上网的业态新形
式，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
场空间。 当然， 要想让居民养成
“网上买菜” 的习惯， 就要解决
好居民网上买菜所担忧的问题。

比如， 这次居民图方便或图新奇
从网上买了菜， 感受不错， 这东
西挺好， 才会有第二次去购买的
欲望， 但如果感觉这菜一般， 没
什么特殊的吸引， 可能就只网购
这一次。

而网上买菜除了平台和供应

商要自律之外， 考验的仍然是监
管，监管部门要随市而动，积极主
动从法制源头完善标准制度，同
时加大线上、 线下两个市场的监
管力度，打击销售劣质蔬菜、缺斤
少两的违法行为，为“网上买菜”
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谢晓刚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2019职场人年中盘点报
告》 显示， 90.4%的职场人今年上半年产生过 “裸
辞” 的念头， 且90后、 95后有 “裸辞” 念头的比例
高于70后和80后。 日前， 《工人日报》 记者采访了
多位有裸辞经历的职场人， 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裸
辞， 期间发生怎样的心态变化， 以及如何看待裸辞
这件事。 996会辞职， 太闲了也会辞职。 (12月1日
《工人日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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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招结束 ， 还没拿到录
取通知的大四毕业生在忙论
文的同时 ， 也开始寻找实习
机会和就业途径 ， 制作一份
亮眼的简历则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 。 如今有不少没经验的
“小白” 会选择花钱买模板制
作简历， 甚至花几万元来获取
实习经历， 并找人制作简历 。
（12月1日 《北京青年报》）

在大学毕业生求职的过
程中 ， 求职简历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 然而正是求职简历
如此重要 ， 所以真实性也就
成了对它的底线要求 ， 如果
没有了简历中所包含信息的
真实可靠 ， 用人单位就会受
到误导和欺骗 ， 这不但是对
招聘求职过程中公平公正的
一种破坏 ， 同时也会引发一
系列的连锁反应。

但同样是因为认识到了
求职简历的重要性，才让一些
大学生不惜花钱找人“代写简
历”。而一些人或机构，也从中
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不但推出
了有偿代写简历的服务，而且
还宣称可以和现在的一些著
名互联网企业合作，为毕业生
提供到这些企业实习，或者是
参与模拟项目的实习机会 ，
而这些都可以写进求职简历
当中， 提高简历的含金量。

但毕业生拿着这样的求
职简历去求职 ， 开始可能会
有两种结果 ： 一是成功骗过
了用人单位 ， 顺利入职 ； 二
是被用人单位识破 ， 最终失
去入职的机会 。 但是即便通
过造假的简历 “骗 ” 来了一
份工作 ， 也极有可能在工作
中德不配位， 能力不如人意。

毕业生的求职简历 ， 也
应该成为一张 “诚信履历 ”，
毕业生走向社会的时间越长，
越会认识到诚信在一个人职
业发展上的重要性 。 不管毕
业生的求职简历是光鲜还是
朴素 ， 都应该坚持诚信第一
的原则 ， 即便光鲜靓丽的简
历可以为求职者加分 ， 但也
应该通过平时的努力去获得，
而不是通过造假。 □苑广阔

《工人日报 》 以 《“开开会 、
举举手、 鼓鼓掌” 式履职行不通
了》 为主标题， 报道了南京国防
工业系统推行职工代表述职评议
制度的做法， 并指， 职工投不称
职票超过半数者， 可依法罢免其
代表资格。 这条消息虽说不上令
人耳目一新， 但提醒我们： 职代
会代表的履职问题应该提上议事
日程了。

职工代表是职工选的， 代表
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 认真履
职， 对职工负责， 向职工汇报工
作， 并接受职工的监督、 评议，
都是理所当然之事。 所以说理论
上并非创新 。 它之所以成为新
闻， 是因为目前实践中， 某些代
表或企业没有做到这些理应做到
的事。

南京市国防工业工会调查发
现， 在一些企事业单位职代会工
作中， 部分职工代表精神状态、
履职意识 、 履职效果存在 “短
板”。 为此， 他们开展了 “职工
代表工作初心是什么？ 如何增强
职工代言人意识 ？” 的大讨论 ，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出台
“职工代表述职评议工作意见”，
以制度形式在系统内全面推行。

上述 “短板” 问题找得准 ，

可以说， 许多企业职代会代表中
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开开会、
举举手、 鼓鼓掌” 就是非常形象
的比喻； 上述讨论很有针对性，
想想看， 有多少职工代表认真思
考过这两个问题？ 是不是有些振
聋发聩？

当职工代表就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 参加企业民主管理说什
么、 做什么， 都要时时想到如何
向自己所代表的职工 “交差 ”；
说不好， 做不好， 职工不满意，
就有权利要求换人 。 而职工满
意 度 是 可 以 量 化 的 ， 通 过 评
议 、 投票 ， 就能够分出高下 。
当 述 职 、 评 议 成 为 代 表 工 作
普遍的 、 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序
时， 也就不再是新闻了。 南京做
法值得报道的意义正在于其推广
价值。

南京国防工业系统职工代表
述职评议制度包括： 明确责任意
识、 素质能力、 参加活动、 联系
群众、 提案建议、 作风形象、 领
导履职、 改进方向等8个方面的
述职内容； 规定每位职工代表在
任期内， 应于届中和届末各向所
在选举单位职工述职一次， 接受
评议； 区别评议优秀、 称职、 不
称职三个档次， 对优秀者表彰，
符合条件要求的， 换届时优先推
荐为连任人选； 对不称职票超过
30%者约谈 ， 超过50%者劝其辞
职或按程序罢免其代表资格。

以上这些规定， 条清缕析 ，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用以保证不
使述职、 评议因 “走过场” 而流
于形式。 为了保证效果， 还要考
虑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 不同工
作状况的职工代表履职要求的差

异， 从实际出发， 分别提出不同
的具体要求。

在评议职工代表是否称职
时， 有一种情况需要甄别， 即有
的代表并非不想认真履职， 而是
由于某种变故， 没有精力或时间
顾及代表工作， 需要个人请辞或
组织调整， 以利工作 。 事实上，
由于企业运营多有变化， 职工岗
位调整也是常事， 加之可能的个
人、 家庭原因， 职工代表不能正
常履职的情况并非个案， 只是我
们过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罢
了。 实施代表述职、 评议制度，
这个问题可能凸显， 同样需要以
制度手段解决。

总之， 要通过述职、 评议 ，
让职工代表明确自己的责任 ，
自觉接受职工监督， 当好职工代
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