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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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无陪模式”解了“一人住院全家受累”困局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日， 在微博、 朋友圈和以虎扑为代表的一些
网络论坛上， 出现了国产品牌球鞋涨价和缺货的消
息。 一些网民发现， 李宁、 安踏等国产品牌的有些
“限量款” 球鞋价格飙涨， 其中某品牌一款球鞋的
价格涨幅达31倍。 （4月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天歌：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说
打车被 “杀熟”， 订酒店、 外卖
也被 “杀熟”， 具体来说， 同一
时间下单同样一款产品， 不同用
户获得的价格信息大相径庭 ，
“熟客” 的价格偏高。 商家的这
种行为， 违反了诚实守信的市场
原则。 大数据不该被滥用。 要想
从根本上遏制大数据 “杀熟 ”，
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和处罚
的力度才行。

避免求职者信息“裸奔”须找准监管发力点
不让求职者的个人信息

“裸奔”， 无疑更应关注其背
后成因， 以此找准监管的发
力点。 具体而言， 不应只对
非法泄露求职者个人信息的
行为原则性地强调要严肃惩
处， 而应用更完善的法律，
进一步明确招聘单位和求职
者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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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小风筝”
惹出“大事故”

视频鉴定劳动能力
是“智能版上门服务”

张玉胜： 4月4日下午，多名网
友称， 沪宁城际铁路大部分列车
晚点。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榜首。当
晚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 当日下
午3:38， 有一只风筝挂在苏州园
区至阳澄湖段， 铁路部门立即进
行抢修。下午4:48，线路已经恢复
正常。高速运行的列车，会产生强
大的空气吸力， 在铁路沿线放风
筝 、孔明灯等 ，很容易被 “吸 ”进
去。“小风筝”惹出“大事故”，在此
提醒人们，在放风筝时，还需选对
场合， 遵守规则， 确保安全。

日前， 在宁波奉化区总工会
的牵线邀请下， 全国劳动模范、
大国工匠、 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技能专家王军 “空
降 ” 宁波一机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 宁波普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与企业工会
干部和技术骨干面对面开展技术
探讨， 帮助企业攻破技术瓶颈。
（4月6日 《浙江工人日报》）

企业发展遇到技术瓶颈 ，
“挂榜” 求助， 让大国工匠、 技
能专家 “揭榜挂帅” 解难题。 宁
波奉化区总工会通过建立全国、
省、 市、 区四级工匠库， 不定期

按企业 “挂榜 ” 的技术破题需
求 ， 邀请对口领域的各级工匠
“揭榜” 助企的做法， 值得肯定。
既解决了帮扶企业的技术瓶颈，
又能在该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和技
能培训等服务， 更充分发挥了技
能专家的作用， 让技能专家的价
值最大化。

笔者以为，让技能专家“揭榜
挂帅”助企业解难题，这是更大范
围内盘活技能专家的一个 “大招
儿”，也让他们有了更大的用“武”
之地。不论出身、资历，是不是本
企业员工，只论实力、能力，谁有
本事解难题，谁就来揭这个榜。其

核心就是通过工会组织牵线搭
桥， 用市场机制来激发技能专家
的创新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让技能专家“揭榜挂帅”助企业解
难题， 理应成为企业技术攻关的
一种新常态。 □周家和

让技能专家“揭榜挂帅”助企解难成新常态

大数据
不该被滥用

哄抬价格

近日， 一则 “求职简历被招
聘者发布到微信朋友圈” 的消息
引发舆论关注。 据报道， 求职者
郭女士于3月初通过某网络找到
一份工作， 并同公司人事经理约
定于3月中旬入职。 随后 ， 郭女
士因个人原因放弃入职。 该人事
经理认为郭女士有失诚信， 即将

其个人简历及同郭女士的聊天记
录， 发布到微信朋友圈。 在讨论
这起事件时， 不少网友对求职过
程中存在的信息泄露隐患表示担
忧。 （4月5日 《工人日报》）

不爽之下， 这位人事经理擅
自发布求职者的简历， 致其个人
隐私 “裸奔”， 可谓是吃相难看。
退一步讲， 即使求职者被录用后
爽约有失诚信， 也不能以泄露其
个人信息作为报复。 如此既于情
不符， 也于法不容， 不能任其肆
意妄为。

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是法治
社会的应有之义。我国《民法典》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此均
有明确规定。 今年3月起施行的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
网络招聘服务用户信息保护制
度，不得泄露、篡改、毁损或者非

法出售、 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集
的个人身份号码、年龄、性别、住
址、 联系方式和用人单位经营状
况等信息。 网络招聘平台擅自泄
露求职者个人信息， 踩踏了法律
红线，理当依法追责。

近年来， 我国不断加大个人
信息的依法保护力度， 刑法修正
案 （九） 还设置了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 但仍没能遏制类似
求职者个人信息 “裸奔 ” 的情
况。 究其根源， 违法成本低是重
要诱因。 一般情况下， 网络招聘
平台泄露求职者个人信息的行为
构不成犯罪， 监管部门只能对其
进行约谈 ， 让其因为违法成本
低， 有了通过转手倒卖求职者简
历信息来非法牟利的冲动。

从法理逻辑上讲， 求职者个
人信息被非法泄露后， 通过诉讼
维权，是最理性的选择。然而，“深

山太镬落，要路多险艰”。就现实
而言，求职者选择诉讼维权，始终
面临取证难、成本高的困境，最终
结果往往是“追鸡得杀牛”。更何
况，求职者即使维权成功，其个人
信息已被泄露， 相关权益的损失
也不可能完全得到弥补。

更应看到， 网络招聘平台肆
意泄露求职者个人信息现象的背
后， 还有监管在这方面客观存在
的源头防范不足短板。 综观我国
目前关于网络招聘平台保护求职
者个人信息的诸多规定， 还停留
在原则性的宣示层面， 对网络平
台应当在源头建立求职者个人信
息与隐私保护机制缺乏具体要
求， 只是笼统强调泄露求职者个
人信息须依法追责， 没有设定具
有操作实务性的具体罚则。 这种
注重 “秋后算账” 式的惩处虽然
不可或缺， 但也容易因事前的防

范未做到未雨绸缪而产生空有
“马后炮” 的监管负面效应， 不
利于从源头扎紧求职者个人信息
保护的 “栅栏”。

鉴于此， 不让求职者的个人
信息 “裸奔”， 无疑更应关注其
背后成因， 以此找准监管的发力
点。 具体而言， 不应只对非法泄
露求职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原则
性地强调要严肃惩处， 而应用更
完善的法律， 进一步明确招聘单
位和求职者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对集群式采集求职者个人信息的
商业主体设定不同的义务和处罚
规则， 从而为保护求职者个人信
息建立起完善的事前、 事中、 事
后全链条监管体系。 如此， 才能
对非法觊觎求职者个人信息的行
为扎牢 “紧箍”， 最大程度地保
障求职者的个人信息不再 “裸
奔”。

为方便危重症患者及行动
不便的工伤职工参加劳动能力
鉴定， 山东青岛市人社局推出
远程视频劳动能力鉴定服务模
式， 方便职工足不出户， 远程
完成劳动能力鉴定。 目前， 青
岛已为100多名危重症职工进
行远程鉴定。 （4月5日 《工人
日报》）

青岛市人社部门急危重症
患者及行动不便的职工之所
急，瞄准他们的现实困难，顺应
他们的特殊需求， 依托互联网
资源和智能技术对劳动能力鉴
定方式进行 “适病 （伤） 化改
造”，创新建立了远程视频劳动
能力鉴定系统， 利用大数据对
申请鉴定的人员主动分析筛
选， 找出符合视频鉴定条件的
职工， 并通过短信、 电话主动
联系职工或其家属， 指导、 帮
助他们与专家建立视频连线，
配合专家完成问诊、 查体等程
序， 最后由专家现场讨论后出
具鉴定意见录入系统。 如此，
危重症患者或行动不便的职工
足不出户就可以高效完成劳动
能力鉴定。 而数据评估、 查验
病历、 人工检查等程序， 也能
保障劳动能力鉴定的严肃性、
科学性、 准确性。

视频鉴定劳动能力就是
“智能版上门服务”， 是 “放管
服” 改革的具体落实形式， 本
质是数据多跑路 、 服务多跑
路、 责任多跑路， 让民众少跑
路、 少花钱、 少折腾， 给民众
提供便利， 减轻民众的负担。
同时， 视频鉴定劳动能力也能
提升鉴定效率， 降低鉴定机构
的成本。

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 各
地人社部门、 劳动能力鉴定机
构一定要 “看” 到鉴定职工的
不便， 体谅鉴定职工的难处，
增强主动服务意识， 积极创造
鉴定条件， 优化鉴定流程， 调
度鉴定资源， 健全发展鉴定机
制， 把视频鉴定、 上门鉴定服
务做到位， 为行动不便的鉴定
职工开通绿色通道。

□李英锋

“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模
式。” 73岁的吴大爷因患肾结石，
日前住进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泌尿外科， 该院的 “无陪模
式” 解决了他住院期间的照护问
题。 （4月6日 《健康报》）

一直以来， “一人住院， 全
家陪护” 成了患者住院的真实写
照， 不但影响了陪护家属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 而且更是让陪护家
属身心俱疲。 更有甚者， 有的陪
护家属经过长时间的没日没夜的
陪护， 自己的身体也被弄垮了。

于是， 有的患者家属不得不花费
高昂的陪护费请人陪护， 这也无
形之中增加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而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开设 “无陪模式”， 住院日均
陪护的费用仅30元， 不但极大程
度节省了花费， 而且家属也不用
再日夜陪护 。 可以说 ， 医院的
“无陪模式” 不仅解决了患者家
属的 “陪护难题”， 而且也让患
者得到更专业、 更全面的护理。
同时， 这也让医院赢得了更好的
口碑。 当然， 更为重要的是， 这

也体现了医院为病患着想、 为家
属考虑的服务理念。 笔者以为，
医院开设 “无陪模式” 之举， 值
得点赞， 值得提倡， 更值得大力
推广。

但愿各地各医院不妨多多借
鉴和学习设立 “无陪模式” 的好
做法， 多些 “家属视角”， 多些
“服务至上” 的理念， 从而既让
患者得到更专业 、 更全面的陪
护 ， 又帮助患者家属切实减轻
“陪护难” 问题。

□廖卫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