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时评

■长话短说

以维护职工权益为己任
的工会组织 ， 应该在帮助企
业渡难关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譬如通过职代会共商企业发
展大计 ， 通过集体协商协调
劳动关系 。 职工 、 工会在企
业应对危机中与企业同舟共
济 ， 企业在日后发展中也会
投桃报李 ， 厚待职工 ， 尊重
工会 。 有了和谐劳动关系 ，
何愁暂时的困难。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该好好整治直播电商的夸大其词了

□张刃

■每日图评

位于浙江绍兴柯桥的中国轻
纺城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经营
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眼
下， 轻纺城开业已逾半月， 八成
以上的经营户开门迎客， 但却门

庭冷落。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这
里每天有10万人次进出， 现在只
有1万。 另据当地一份行业调查
报告显示 ， 有78.4%的纺织企业
表示订单在减少 ， 64.8%的企业
反映已有的订单被客户取消……
（4月7日 《工人日报》）

海外疫情的急速蔓延给我国
外贸企业带来的冲击和压力， 体
现在绍兴中国轻纺城只是一个缩
影， 类似的情景也在长三角、 珠
三角许多企业闪现， 复工不能复
产， 有了人却没有活儿干， 这种
现象已经引起多方关注。

企业难以为继 ， 职工自然
“饭碗” 难保， 这是我们不能不
关心的。

令人欣慰的是， 面对严峻的
现状， 柯桥的纺织印染企业没有
坐以待毙 ： 他们有的开辟新市

场， 有的转型生产口罩， 还有的
玩起了网络新路子……他们 “正
各凭本事寻找机会主动自救”。

开辟新市场， 在很大程度上
仰赖于此前打下的基础。 企业发
展需要战略眼光，未雨绸缪。 “闲
时” 的布局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发
挥作用，“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
子里”的格言是有道理的。 当然，
“辟新” 不忘 “稳旧”， 稳定老客
户也应该是开辟新市场的基础条
件之一。 工人日报报道称，“稳旧
辟新” 成为公司在疫情期间生意
不淡的关键法宝。确是经验之谈。

“转舵”新产品，同样需要前
提， 即企业具备迅速转产的条件
和能力。 譬如疫情之下紧急转产
医用口罩， 只有轻纺企业驾轻就
熟， 放在机械行业就不可行。 但
是，即便如此，外贸轻纺企业也不

能满足于应急式口罩生产， 疫情
终将过去，口罩不是永久“饭碗”。
从长远看，加紧开拓内贸客户，将
原来的出口业务逐步转向内销才
是根本出路。为此，需要逐步开发
适应内销的产品， 以期拉动内需
市场。 正如报道所说，“外贸内销
并驾齐驱，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大
幅上升。 ”即使市场风云变幻，依
旧可以看好企业发展前景。

疫情防控条件下， “绕开”
实体店， 通过线上购物满足多种
需求， 已然成为过去不 “触网”
的更多人的消费方式， 而且极有
可能在疫情过后稳定发展。 企业
适应这种转变， “玩起网络新路
子” 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长远谋
划 ， 应该从实际出发 ， 不断丰
富 、 优化自己的 “网络路子 ”，
以期企业新的发展前景。

以上所说， 虽然都是企业自
救之策， 但却与职工权益息息相
关， 身为企业员工， 不能也不该
袖手旁观， 而应积极参与自己能
够做的工作， 贡献一份力量。 企
业没有前景， 职工也没有前途，
就业、 收入这些基本权益都没有
保障 ， 其他更是无从谈起 。 因
此， 与企业共克时艰， 应该成为
每一个职工的明智选择。 以维护
职工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 应
该在帮助企业渡难关方面发挥更
多作用， 譬如通过职代会共商企
业发展大计， 通过集体协商协调
劳动关系。 职工、 工会在企业应
对危机中与企业同舟共济， 企业
在日后发展中也会投桃报李， 厚
待职工， 尊重工会。 有了和谐劳
动关系， 何愁暂时的困难。 外贸
企业如此， 其他企业亦然。

3月31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 《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
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显示， 近四
成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
费问题。 其中， 受访消费者对主
播夸大和虚假宣传、 有不能说明
商品特性的链接出现在直播间这
两个问题反馈较多 。 （4月9日
《工人日报》）

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
“直播+电商” 也得到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观看网络直
播下单购物， 特别是年轻群体。
因为直播电商具有便捷性、 直观
性， 且深受消费者喜爱， 主播是

否诚信规范直播， 就显得格外重
要 。 中 消 协 调 查 出 的 两 大 问
题———主播夸大和虚假宣传、 有
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出现在
直播间， 就让人颇为担忧， 担心
商品质量没保障、 售后服务无保
障。 与此相印证， 中消协的上述
调查报告显示 ， “夸大其词 ”
“假货太多” “鱼龙混杂” “货
不对板” 就是消费者对直播电商
商品质量的集中吐槽。

所以， 直播电商的主播夸大
和虚假宣传等问题， 该好好整治
一番了。 一方面， 对电商主播应
严格管理。 不管电商主播是不是

经营者， 都要通过系统性培训、
规范化信用信誉考评， 提升职业
素养和规范意识。

另一方面， 对直播电商平台
及其经营者， 要强化诚信规范经
营的责任义务。 一是直播电商平
台应严格管理入驻经营者， 经营
者理当要求其主播为消费者提供
真实可靠的信息和商品， 一旦有
所失职，平台就应处理经营者，对
违规电商用户和电商行为零容
忍。 二是相关部门应严格监管每
家平台， 一旦平台内发生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就应约谈平台，
督促整改问题。 □何勇海

4月8日上午， 天空下着绵绵
小雨， 在金马大道与茶园大道交
叉口的休息驿站， 一位环卫工人
正在里面避雨休息。 在贵州贵安
新区不只是金马大道， 其它如百
马大道、 兴安大道等诸多路段，
都设有一个9平方米大小的休息
驿站。 在这间 “爱心小屋” 里有
桌椅、 电水壶、 取暖器等设备，
环卫工人可以在这里喝水 、 休
息、 为电瓶车充电等。 （4月9日
《贵阳日报》）

读了这则新闻， 让人感到心
里暖暖的。 贵州贵安新区为环卫
工人修建了一间间能挡风避雨的
“爱心小屋”， 把关心环卫工人的

冷暖、 维护他们的利益、 解决他
们实际困难的人文关爱举措落到
实处 。 既温馨满满 ， 又实实在
在， 值得点赞。

疫情防控期间， 为有效阻断
疫情传播，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环卫工人
冒着病毒威胁， 始终坚持奋战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 弘扬 “宁愿脏
一人 换来万人净 ” 的行业奉献
精 神 ， 他 们 和 奋 战 在 “ 疫 ”
线的白衣天使一样， 也是最可爱
的人。

“爱心小屋” 之所以受到环
卫工人欢迎， 是它实实在在解决
了环卫工人需要喝水、 休息等实

际困难。 离家远的工人， 中午还
可以在这里吃饭等， 这样的关爱
颇显人性化。 用环卫工人的话来
说 ， 就是实用 、 暖心 。 我们常
说， 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
经常沉到基层， 了解基层和职工

实际需要， 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和服务。 笔者以为， 设置 “爱心
小屋”， 就是把对环卫工人的关
爱做到了他们心坎里的一件好事
实事。

□周家和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 “疫”，
牵动了千千万万颗火热的心，
这其中就有工会人的身影。 他
们把一袋袋口罩发给一线人
员 ， 顾不上自己有多久没休
息， 第一时间送去温暖； 在战
“疫” 需要他们时， 他们义无
反顾穿上战衣 、 冲锋在前 。
（4月9日 《劳动午报》）

在全民战 “疫” 的大背景
中， 工会人同样奋战在各个行
业领域。 媒体报道的这些典型
工会人事迹， 不仅代表着奋战
在一线工会人奉献的激情热
情， 而且通过做好相关服务彰
显着工会组织的使命担当。诚
如媒体所言，工会人，作为职工
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在抗疫
攻坚战中形成坚强 “后盾”，这
样的一支队伍理应值得大赞。

以随时“在线”的“娘家人”
昌平区阳坊镇总工会副主席王
君华为例，疫情值守期间，她和
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搭起了政府
与企业沟通的“连心桥”；随着
外地职工陆续返京， 部分企业
的职工宿舍不能满足隔离需
求，积极与几家宾馆多次协调，
解决了抵京职工的隔离问题等
等。 这必然能够让企业和员工
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把企业和职工的困难想在
前头、尽力解决，是工会人的使
命担当。其实，不难发现，为了
更好地呵护好企业和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尽可能保障企业的
复工复产不受影响， 工会人一
直在奋战。比如，近期北京市总
工会就出台了 《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集体协商的
工作指引》《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争议案件线上调解工
作实施方案》等多个文件。

事实上，不止在北京，在战
“疫” 期间， 全国各地的工会
组织， 都在积极行动， 工会人
靠一句句问候， 一件件实事，
点 滴 的 关 怀 ， 践 行 着 工 会
“娘家人” 的初心使命。 随着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积
极向好， 企业复工复产快速推
进，有“娘家人”在身边，企业和
职工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就能够
得到有效纾解。 □杨李喆

■世象漫说

记者8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 ，
针对百度APP多个频道存在严重违规问题， 国
家网信办7日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严
肃约谈百度公司负责人， 要求立即停止违规行
为 。 百度APP推荐频道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
道、 财经频道、 科技频道自4月8日9时起暂停
更新， 清理违规内容， 开展深入整改。 （4月8
日 新华社）

□毕传国

整改

与企业共渡难关，职工权益才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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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学习
不能忽视健康锻炼

对预付卡消费乱象
必须加强治理

向战“疫”中
最美工会人致敬

李雪 ： “宅 ” 家上课 ， 追
剧， 锻炼少……国家统计局上海
调查总队7日发布的 “疫情期间
大中小学生状况调研报告： 大学
生篇” 显示， 七成大学生每天使
用电子设备学习时长超4小时 ，
三成大学生几乎没有体育锻炼。
“宅” 家学习的同时， 万不可忽
视健康锻炼。 而从家长的角度来
看， 在管好孩子学习的同时， 也
有必要督促他们动起来。

“爱心小屋”是实实在在的关爱

廖卫芳：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
的吴女士最近颇为糟心， 春节前
她刚在小区楼下某洗衣店充值
1000元预付卡， 仅使用过一次。
但几天前， 她突然发现那家店已
“人去楼空”， 自己却从未收到任
何告知信息。 要治理预付卡资金
“打水漂” 乱象， 亟须法律 “站
出来”。 首先， 监管要到位。 工
商、 消协、 物价等部门要承担起
监管的主体责任。 其次， 处罚要
严厉。 对故意、 恶意使用 “预付卡”
消费骗取消费者钱财的不法行为，
要采取 “零容忍” 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