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北京作为首都， 作为超
大型城市， 在消费扶贫中理
应带头并且有所作为 。 况
且， 几千万消费人口、 相对
高的消费能力与水平， 特别
是人民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
“菜篮子”“米袋子”“肉案子”
需求 ，足以 “消化 ”受援贫困
地区的产品。 关键在于需要
有针对性的发动 、组织 ， 并
且提供多样性的消费平台 、
消费模式和消费途径。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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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集体协商“集中要约”是协调劳资关系的好办法

□张刃

■每日图评

为有效应对疫情给劳动关系
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河南工会
引导企业和职工在集体协商制度
框架下， 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
休、 调整工时等方式， 帮助企业
留人留心， 不断促进劳动关系和
谐稳定 。 （7月 29日 《工人日
报》）

今年3月以来， 河南省总工
会联合省人社厅 、 省企业联合
会、 省企业家协会、 省工商联等
部门开展集体协商 “集中要约”
活动。 企业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坐
在一起， 通过集体协商来解决薪
酬、 福利、 休假等工资待遇的方

式， 目前已经在河南省内多地、
多家企业进行。 截至目前， 这项
活动已经覆盖全省近11.3万家企
业、 473万名职工。

“集中要约 ” 既是针对疫情
给劳动关系带来影响的现实需
要， 其实也是企业发展的长远之
计。 办好企业， 是企业和职工的
共同目的， 也需要企业和职工的
齐心协力。 现在企业和职工之间
出现矛盾纠葛， 并非是不能解决
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信
息的不对称引起， “集中要约”
让企业和职工面对面地坐下来心
平气和地沟通交流协商， 不仅化

解了矛盾， 也有助于促进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

对于工会来说 ， “集中要
约” 也是在新形势下担当好工人
利益 “保护神” 角色、 履行为工
人维权职责的必然要求。 由于当
前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形式、 社
会利益格局以及职工队伍均发生
巨大变化， 工会组织在协调劳资
关系以及维权上面临新的挑战，
劳动关系中很多问题的解决， 需
要创新机制， 而 “集中要约” 不
失为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模式， 值
得各地推广。

□钱夙伟

7月27日，北京市通州站前的
西营前街上， 通州区城管委环境
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郭娜正举着
手机边走边拍，在这条800米长的
小街上“挑毛病”。今年上半年，包
括梨园中街一巷、西营路、中山大
街、建设路、翠屏路、果园路等在
内的21条背街小巷首批完成了精
细化整治提升， 正在接受区级验
收。 （7月28日 《北京晚报》）

北京市通州区在对背街小巷
整治的验收中新增了 “精治” 的
标准， 不但看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的情况 ， 还要看后续管理的质
量， 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更丰富
了。 “精治类” 的背街小巷， 不

但每天都要有街巷长和小巷管家
进行巡视， 群众提出的诉求也要
更好更快地加以解决， 并且将群
众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标
准， 既给城市的管理者提出了更
高的治理要求， 也进一步激发了
市民的主人翁意识。

“精治” 对文明城市创建提
出的更高要求 ， 不仅局限 于 背
街 小 巷 整 治 ， 而 应 当 贯 穿 于
城市治理的所有环节。 “精治”
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把市民的
所需所盼作为城市治理的方向 ，
不光为城市赋予光鲜的外貌， 也
要在城市服务功能的不断提升上
下足功夫， 做到便民、 利民、 惠

民， 实现城市文明的内外兼修、
表里兼顾， 提高市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文明城市建设是一项长
期性、系统性工程，随着社会的发
展进步， 市民的需求和期待也在
发生变化， 文明城市的内涵同样

也在不断拓展。 但无论处于什么
时期，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
更方便、更舒心、 更美好， 让城
市在 “精治” 中变得更 “精致”，
都应当是城市管理和服务遵循的
重要标尺。 □胡蔚

■世象漫说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 被调侃 “喝酒
都要泡几颗枸杞” 的年轻人， 也将 “养生” 挂在嘴
边。 0糖0脂0卡的饮料看准了这个时机， 频出新品，
逐渐变成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专
家指出， 所有甜味剂的原理都是在欺骗大脑， 而大脑
接收到甜味信号后， 却发现血糖没有上升， 反而会增
加对真糖的渴望。 对于儿童来说， 喝多了饮料会影响
食欲进而影响身体成长发育。 可见， 无糖饮料也不能
“敞开喝”， 真的不想变胖还是要 “管住嘴”。 （７月２７
日 《北京青年报》） □老笔

管住嘴

李雪： 近年来， 筋膜枪成为
一款酷炫的按摩产品， 类似产品
宣传网上随处可见。 从百万粉丝
的微博大V博主到流量飞起的直
播达人， 不少人在卖力推广、 宣
传带货。 筋膜枪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 ， 价格差异大 ， 生产标准不
一。 针对网红 “按摩神器” 筋膜
枪不能忽视对其有效监管。 一方
面 ， 相关部门当从制定标准入
手， 从源头上确保筋膜枪质量安
全； 另一方面也须针对存在的问
题和漏洞， 加强市场监管。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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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 27岁的王某和
同事在海淀聚餐饮酒后， 要用
车送同事回家。 本已找好了代
驾 ， 但在将一名同事送到家
后， 他居然直接结账并将代驾
赶走， 还拿出手机拍摄了车上
另外两名醉酒同事， 并声称要
“挑战北京酒驾”。 零时54分，
视频拍摄完毕， 他通过微信发
给了一位朋友。 零时55分， 他
醉酒驾驶的车辆驶出道路与路
东侧围挡及井台相撞。 王某当
场死亡， 车内一名同事受伤。
（7月29日 《北京日报》）

驾驶员饮酒后开车， 由于
其本人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
上已经受到了酒精的麻醉， 难
免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这种
情况下， 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
威胁 。 王某声称要 “挑战洒
驾”， 结果挑战的是他自己27
岁风华正茂的生命， 还同时造
成车内一名同事受伤。 因为王
某酒驾造成的这次车祸， 他的
家庭轰然坍塌，亲人生死诀别，
这样的案例让人痛心不已。

笔者以为 ， 杜绝酒驾 ，
需要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
严厉打击这一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发现一起， 就严厉处罚一
起， 决不手软。 但要从根本上
杜绝酒驾， 还要靠驾驶员内在
自觉， 重在杜绝侥幸心理。 开
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应该
成为每个驾驶员的一种生活习
惯， 更应是一种行为准则。 酒
后不开车、 不乘酒后车， 不仅
是对他人生命安全负责， 也是
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杜绝酒驾， 要从源头上防
范。 遵守交通法规， 看起来好
像是对自己某些不良行为的约
束， 其实正是在保护自己的生
命安全。 如果没有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的意识， 任何安全保障
都是空头支票。 血的事实再次
给人以警示 ， 交通法规的制
定， 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
全。 任何挑战交通法规的侥幸
心理， 都是有害无益的。 人的
生命只有一次， 千万不要把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当儿戏。 □周家和

网红“按摩神器”
亟待加强监管

“亲属卡”诈骗
给网络防骗提了个醒

消费扶贫要在产品流通中环环衔接

“精治”让城市更“精致” “挑战酒驾”
就是挑战生命

木须虫： 日前， 全国各地有
不少用户因被诱导绑定微信 “亲
属卡 ” ， 而 被 骗 走 微 信 余 额 甚
至绑定的银行卡内财产 。 对此
微信提示 ， 亲属卡开给亲人肯
定不会被骗， 生人求赠亲属卡 ，
不收不赠不随他 。 防范形形色
色与网络有关的骗局 ， 根本还
是每个人要增强防范意识 ， 尤
其是涉及钱财的事项， 需要提高
警惕。

7月28日， “北京消费扶贫
月暨市管国企消费扶贫月 ” 启
动， 活动将通过首农物美扶贫超
市开业、 市管国企带头采购扶贫
产品、 成立北京消费扶贫电商联

盟等措施， 进一步拓宽扶贫产品
销售渠道， 助力北京市扶贫支援
地区贫困户增收脱贫， 满足首都
市民对 “菜篮子 ” “米袋子 ”
“肉案子” 需求。

消费扶贫是一项旨在帮扶贫
困地区强健“造血机能”的活动，
目的是摒弃给资金、给物质，解决
一时之需的短期行为。 从长远着
眼， 扶助贫困者通过劳动提高生
产力， 提高产品质量， 自己创造
逐步走向富足的生存条件。

不过， 提高了生产力和产品
质量， 生产出来的东西还必须销
售出去， 才能实现价值， 换得劳
动成果， 满足生活所需， 这就是
我们常说的生产———流通———消
费过程。 这其中， 作为连接生产
与消费 “桥梁” 的流通过程十分
重要， 需要环环衔接， 商品才能

流动起来， 通达消费。 诸如产品
如何适销对路、 渠道是否畅通、
怎样扩大销售……都是 “造血”
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生产
前功尽弃。 消费扶贫活动正是为
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有针对性的
举措。

据报道， 市国资委组织市管
43家企业开展 “市管国企消费扶
贫月” 活动， 签署1500万元的扶
贫产品采购协议， 计划全年采购
北京市扶贫支援地区扶贫产品10
亿元 。 这只是流通过程的第一
步， 商品只有到了消费者手里，
流通才算完成， 价值才能实现。
据统计， 今年1至6月， 北京全市
消费扶贫销售额106.96亿元， 带
动受援地区27多万贫困户增收脱
贫， 可见其成效。

北京作为首都， 作为超大型

城市， 在消费扶贫中理应带头并
且有所作为。 况且， 几千万消费
人口 、 相对高的消费能力与水
平， 特别是人民生活须臾不可离
开的 “菜篮子” “米袋子” “肉
案子” 需求， 足以 “消化” 受援
贫困地区的产品。 关键在于需要
有针对性的发动、 组织， 并且提
供多样性的消费平台、 消费模式
和消费途径。

我们注意到， 在28日的活动
启动现场， 市扶贫支援办、 市总
工会、 首农食品集团、 北京银行
签署了消费扶贫行动合作协议，
为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增加消费
扶贫功能， 动员全市550万持卡
工会会员奉献爱心， 激发消费潜
力， 助力消费扶贫。 持卡会员可
在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 消
费扶贫智能专柜、 工会会员单位

扶贫产品展卖会现场， 享受满减
优惠。 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工会会
员助力消费扶贫， 是工会组织实
实在在的扶贫行动， 是贫困地区
生产产品流通的最终环节。

消费讲求诚信， 而且要适应
市场需求。 与某些商家为促销使
用各种手段， 甚至不择手段、 不
讲诚信截然不同的是， 消费扶贫
活动从组织者到销售者， 从进货
渠道到销售平台 ， 都是政府组
织、 国有银行、 品牌商家， 而且
商品品种关乎 “菜篮子” “米袋
子” “肉案子”， 消费者信得过、
离不开， 这就决定了它比眼下流
行的消费券更有价值， 有意义，
也更能够实现顺利流通， 而且对
于应对疫情影响 ， 刺激市场回
暖， 释放消费潜力， 拉动内需，
提振经济也是有力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