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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别让假“健康码”APP扰乱防疫秩序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办公室要求上报材料催交一次扣0.05分” “观
看学校制作的专题片” ……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
期调研时， 西部地区一位中学校长展示的上级部门明
确的年终考核清单。 “一到年末就头疼！” 面对清单，
这位校长坦言： 学校即将迎来上级教育部门年终考
核， 一看考核清单， 足足近百项。 临近期末， 本该将
主要精力放在帮学生复习巩固本学期所学知识的教师
们， 又开始忙着写材料准备迎检， 大量精力被耗费在
写材料上。 (1月13日 《新华每日电讯》） □王铎

李雪： 如今，APP占据了消费
者的手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近段时期以来， 一些手机APP似
乎“变坏”了，订阅变成了“自动续
费”，“免费试用”变成了APP的长
期“饭票 ”，一些APP更是在半夜
三更偷偷自动扣费。 针对上述现
象， 消费者完全可以向有关部门
进行投诉举报， 而有关部门应责
令经营者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
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监管执
法须常态化进行。

“股份制”的引入打开了劳动竞赛的新天地
开展劳动竞赛需要多些

创新形式。 毕竟， 劳动竞赛
是促进企业生产， 提高劳动
效率， 激发职工积极性、 创
造性和能动性的有效形式 ，
是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管
理的重要途径， 也是工会工
作服务企业发展的重要途
径 。 可以说 ， 将 “股份制 ”
引入劳动竞赛， 对员工、 对
企业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杨玉龙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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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力资源经不起
“狼来了”的折腾和消耗

企业年会可以取消
但关爱须跟上

付彪：据媒体报道，2020年西
安110报警服务台共接听群众来
电183万余起。但是，每天的接警
热线中却存在不少谎报警情现
象。西安110报警服务台警示：“生
命热线”是不可随意占用的，警力
资源经不起“狼来了”的折腾和消
耗。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110的宣
传， 使广大群众掌握正确的报警
方法， 区分警情及非警务警情，
避免造成警力浪费 ； 对谎报警
情、 恶意报警行为要严惩。

1月12日， 在浙江湖州长兴
县夹浦镇的浙江鑫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来自环沉村的文化志愿
者正带领车间员工跳工间操。 夹
浦镇通过文化志愿者进车间、 远
程视频教学等方式向辖区企业推
广工间操， 让车间员工利用休息
时间进行锻炼， 提高身体素质，
促进全民健身。 （1月13日 《工
人日报》）

所谓 “工间操”， 是为了缓
解疲劳， 提高工作效率， 机关单
位、 工厂商场组织员工在工作的
间隙做的操。 即或没有宽敞的操
场， 有的单位也会在走廊上、 办
公室， 甚至有的就在店门外组织
员工开展运动。 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广播一响， 千百人便同时做
操， 这道独特的风景不仅是我国
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 对很多人
来说也是一段暖心的记忆。 许多
企业当年都有工间操， 学校都有
课间操 ， 工人劳动了一段时间
后， 集中起来做 “工间操”， 学
校每天组织学生做 “课间操 ”。
但随着劳动强度的加大， 学生课
程的增多， 特别是一些企业实行
计件制后 ， 企业为了赶生产进
度， 工人为了多挣钱， 而放弃了
做工间操。

虽然一些民众自发去健身房
等地进行锻炼， 但由于没有专业
的人员指导， 什么时间锻炼， 怎
样锻炼都不知道是否科学， 一旦

不科学， 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针
对这一问题， 政府要加大全民健
身运动的推动力度， 拿出一个符
合实际的可行性方案， 通过倡导
机关、 企业等在工作间隙做 “工
间操”， 来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
做一套广播操也就只有一刻钟时

间， 对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再说， 大家的身体好了， 精神状
态好了， 就会提高工作和学习的
效率， 可以节省医疗资源， 可谓
一举多得。 期望 “全民工间操”
尽快成为机关、 企业、 学校的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胡建兵

愿“工间操”在各地都能跳起来

谨防手机APP
自动扣费陷阱 奇葩考核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政府
出台 《关于支持工业企业留工
优工稳增促投的若干意见 》，
明确 “不鼓励企业组织聚餐、
聚会等聚集性活动”。 宁波力
劲科技有限公司将年会费用转
换成每个员工300元的餐费补
贴 ， 还另外准备了一份价值
500元的实物礼包， 更暖心的
是， 这份礼包由企业精心采购
并邮寄到职工家人手中， 可以
说是用钱又用心， 让员工倍感
温馨 。 （1月 13日 《工人日
报》）

临近春节， 一般来说， 各
企业都要集中开年会。 内容为
企业总结、 员工联谊、 聚餐晚
宴等， 少则上百人， 多则上千
人聚集开会， 集中就餐， 有的
甚至包括企业驻外地员工、 合
作厂家、 员工家属等， 人员繁
杂流动性强。 今年因疫情防控
需要， 许多原先准备开年会的
企业纷纷取消了年会。

年会取消以后， 原计划要
使用的年会经费怎么处理？ 有
的权当为企业节约了开支， 经
费划归财务。 有的象征性为员
工购一些不足百元的年货， 算
是对不开年会的福利补偿。 宁
波力劲公司将年会费用全部转
换成每个员工的餐费补贴， 还
另外准备了价值不菲的实物礼包
邮寄到职工家里， 可见其对职工
关爱细致入微， 值得点赞。

年会可以取消， 但关爱必
须跟上。 力劲公司的做法， 是
实实在在的职工福利， 体现了
企业的诚意， 有利于鼓励员工
就地过年 ， 让职工有家的温
暖。 正如职工胡莹莹说： “毕
竟现在疫情形势还是很严峻，
感觉公司真的在设身处地为员
工着想， 说实话挺感动的。”

一年之中， 中国人最大的
节日就是春节， 企业引导员工
就地过年， 不仅要嘴上说， 更
要有行动体现才有诚意 。 当
然， 在春节期间， 各企业还需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通
过送温暖、 献爱心， 以及开展
各类小型文体活动等形式， 减
轻外地员工不能回家过年的失
落感。 □周家和

健康码也造假？ 近日， 有网
友爆料称， 一款名为 “健康码演
示” 的软件可以模拟各地区健康
码、 复工码、 通行码的不同显示
风格， 可以展示绿码、 黄码、 橙
码、 红码等状态， 还可以自定义
各种数据等。 虽然开发者提示该
App “仅作为演示目的， 请勿用
于被扫描的场合”， 但数据显示，
该App的下载量已超过1000次 。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1月13
日 《现代快报》）

查验健康码的目的， 是了解
当事人的疫情接触史， 让可能染

疫的人不能随意进行公共场所，
以便分类管理、 区别对待， 在做
好防疫工作的同时， 也不影响正
常的人口流动。 然而， 假健康码
的出现， 很容易让密切接触者蒙
混过关， 带病毒上路。 尽管该软
件生成的假健康码只能骗过人
眼， 不能骗过扫码机器， 但在基
层的一些地方， 扫码机器还不普
及， 即使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
由于短时间内需要放行大量人
员， 扫码机器也有时不够用， 需
要通过人眼查验， 这样一来， 持
假健康码仍可以通行。

健康码的上线， 为防疫作出
了巨大贡献， 也确保了复工复产
的正常秩序， 可谓功不可没。 在
当前疫情有所反弹、 又面临春节
期间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 查验
健康码更是筑牢防疫堤坝的关键
手段 。 但 “李鬼 ” 健康码的出
现， 将大幅增加防疫的难度。 假
如软件受到追捧且监管缺位， 就
可能继续推广。 因此， 对此类软
件要及时下架， 依法给予软件开
发者以惩治， 方能确保防疫秩序
不被其扰乱。

□罗志华

针对很多企业在劳动竞赛中
未进行成果共享、 参赛者积极性
不高的实际问题， 江苏省盐城市
滨海县总工会将 “股份制” 引入
劳动竞赛， 引导企业让产业工人

在参加劳动竞赛中入股， 分享劳
动竞赛超产增效所带来的红利，
提高工人参赛积极性。 滨海县总
工会于2020年推出这一做法， 并
将其写进 《新时代滨海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1月
12日 《工人日报》）

据悉， 根据滨海县总工会制
定的指导意见， 产业工人参加劳
动竞赛可以参赛股、 技术股、 效
益股、 建言股、 超产股、 营销股
等6种形式入股分红。 比如， 在
参赛股一项中， 企业设立劳动竞
赛资金， 产业工人参加企业和工
会组织的劳动竞赛1次为1股， 劳
动竞赛结束后， 每股获得200元～
300元浮动工资。

将 “股份制” 引入劳动竞赛
无疑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一则，

通过让员工得实惠， 有利于提升
企业员工参与劳动竞赛的积极
性； 二则， 有利于让员工聪明才
智充分发挥出来， 以更好推进企
业发展； 三则劳动竞赛是一门综
合性的管理科学， 将 “股份制”
引入劳动竞赛， 也能够彰显并提
升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 四
则， 通过激发职工参与热情， 更
可以推进劳动竞赛成为广大员工
高度认可的工会品牌活动。

具体来看 ， 在效益股一项
中， 产业工人进行技术革新、 管
理创新、 发明创造， 为企业带来
经济效益的， 可享受一次性、 短
期性、 长期性效益分红。 一次性
为1000元1股， 短期性为1万元1
股， 长期性为2万元1股， 每股按
效益总额的1%分红 。 由此也就

不难发现， “股份制” 引入劳动
竞赛值所具有的积极成效。

再以建言股为例， 即产业工
人向企业提合理化建议， 提1条
合理化建议被企业采纳为1股 ，
每股按200元～500元进行一次性
奖励。 这样的奖励金额虽然不是
很多， 但是却可以让员工的价值
充分体现出来， 也有利于构建起
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推动更多
职工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而这
未尝不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从
这些角度来看， “股份制” 引入
劳动竞赛能促进形成比学赶超的
发展氛围。

成效最能说明一切。 据相关
负责人表示， 将 “股份制” 引入
劳动竞赛1年间， 滨海县8万名产
业工人积极参加技术创新、 建言

献策、 超产增效、 提高技能等13
项劳动竞赛， 培训5776名职工 ，
师带徒2148人， 实施工艺改革63
项， 销售库存产品4600万元， 为
企业增效1.86亿元， 参赛者分享
竞赛红利5400多万元。 可见， 这样
的劳动竞赛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成效。

总而言之， 开展劳动竞赛需
要多些创新形式。 毕竟， 劳动竞
赛是促进企业生产， 提高劳动效
率， 激发职工积极性、 创造性和
能动性的有效形式， 是广大职工
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
也是工会工作服务企业发展的重
要途径。 可以说， 将 “股份制”
引入劳动竞赛， 对员工、 对企业
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也期待这
样的方式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