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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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科技特派员”是校企合作共赢之举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如今， 5G手机出货不断增加， 速率更快、 内存
更大 、 性能更强的新款手机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
欲， 新一轮换机潮来临。 然而， 持续增多的废旧手
机如何处理成为难题。 由于对隐私泄露有顾虑、 回
收渠道不完善、 价格偏低等因素影响， 不少家庭任
凭旧手机 “堆成山”， 宁愿闲置也不卖。 （4月2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何勇： 近日， 北京市水务局
启动 “倡导光瓶行动， 杜绝用水
浪费” 专项行动， 倡议以实际行
动感恩南水， 培养生活节水好习
惯， 树立首都文明节水新风尚 。
倡导 “光瓶行动 ”， 这显然不是
小题大做， 而是必要的水资源节
约行动， 要成为一种全民自觉行
动， 使人人都参与到拒绝用水浪
费的实际行动之中。

“职通心声”议事平台是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是一道新课题 ， “职通
心声 ” 议事平台是一项有
益尝试 ， 其初步成效已经
显示出它有助于企业 、 工
会 、 职工实现 “多赢 ” 局
面 。 我们期待更多的工会
组织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探
索， 产生新的更多经验。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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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吸粉引流”诈骗
要出重拳实招

直播带货规范运营
方可行稳致远

吴学安： 兼职刷单轻松赚快
钱、 高富帅搭讪、 网络赌博财务
自由 ， 真的有这种好事吗 ？ 近
日 ， 抖音安全中心配合福建警
方， 成功打掉为兼职刷单、 杀猪
盘、 网赌等犯罪团伙提供 “吸粉
引流” 服务的15个犯罪窝点， 抓
获犯罪嫌疑人50名， 缴获大量手
机、 手机卡、 银行卡。 对于 “吸
粉引流” 诈骗行为， 有关监管部
门须及时介入， 充分运用法律手
段， 出重拳实招， 对不法分子给
予有效规制和打击。

倡导“光瓶行动”
并非小题大做

“宁闲不卖”

《工人日报 》 报道 ， 浙江温
州市洞头区总工会围绕职工利益
诉求、 劳动矛盾纠纷、 企业发展
良策等内容， 建立健全职工意见
反馈渠道和纠纷化解机制， 因地
制宜推行 “职通心声 ” 议事平
台， 疏通企业在用工过程中的难
点以及职工在工作中的痛点， 把

企业和职工的心声串联起来， 构
建企业与职工共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窗口， 积极探索工会组织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 截至
目前， “职通心声” 议事平台累
计收集心声30多项， 经过梳理研
判， 全部办结， 企业、 工会、 职
工三方满意度100%。

30多项意见与建议， 全部办
结， 说起来算不得多么显著的成
绩， 但是， 洞头区总工会做法的
意义在于， 这是对工会组织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探索， 而且
这还只是他们选取3家企业先行
先试的成果。

基层社会治理是以社会力量
为主体， 向基层辖区居民提供民
生保障、 公共服务、 利益协调、
矛盾纠纷化解、 创造平安和谐舒
适生活环境的活动， 其特点是直

接面对群众， 事务琐碎复杂甚至
艰巨繁重，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
重心。 工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 就不只是面对职工群众， 履
行维权、 服务职能那样单一， 而
且包括关注、 处理企业、 社区内
与职工利益相关， 特别是劳动关
系方面的各种事务。 当然， 主旨
仍然是依靠职工 ， 听取职工意
见， 最终归结到为职工服务。

“职通心声” 议事平台不仅
要听取职工意见， 同时也接受企
业的诉求， 并且通过协调把二者
“串联” 起来， 才能称之为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 为此， 在议事平
台工作分工上， 他们采取的办法
是， 街道乡镇总工会发挥 “桥头
堡” 作用， 摸准、 摸实辖区企业
的生产经营、 民主管理等情况，
协同区总工会做好议事平台建设

的跟踪指导； 企业工会根据自身
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进一步明确
工作重点、 任务和举措， 落实工
作要求、 工作责任， 保障 “职通
心声 ” 议事平台顺利推行 。 这
样， 从区总工会到街道乡镇、 企
业工会都参与其中 ， 工 会 发 挥
的作用就超出了为职工维权、
服务的范畴， 融入了基层社会治
理。

“职通心声” 议事平台与一
般意义上的 “意见箱” 不同， 不
仅要收集意见， 而且要议事、 办
事， 所以， 他们制定了整套工作
制度， 按照 “一事一记录” 的要
求， 对心声事项、 办理负责人、
办理结果以及议事过程等内容一
一记录， 做到全程有记录、 过程
可追溯、 办理有结果、 承诺能兑
现； 对心声收集、 研判、 办理、

公示等流程进行明确和规定， 规
范议事平台运行流程， 提高议事
质量。 这就保证了 “职通心声”
议事平台的落实与落地。

如今， “职通心声” 议事平
台正在洞头全域推广。 洞头工会
的同志把他们的意图说得很明
确 ： “为企业开通职 （工 ） 企
（业） 对接渠道， 以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为切入点， 在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中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
稳定。”

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一
道新课题， “职通心声” 议事平
台是一项有益尝试， 其初步成效
已经显示出它有助于企业 、 工
会、 职工实现 “多赢” 局面。 我
们期待更多的工会组织在这方面
做出新的探索， 产生新的更多经
验。

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
运营者必须年满16岁； 八项直
播行为被明令禁止……近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安
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
七部门联合发布 《网络直播营
销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 自2021年5月25日起
施行。

近年来， 直播带货成为风
口 ， 产业发展迅猛 ， 形成了
“全民直播带货” 的热潮， 不
少消费者也养成了在直播间购
物的习惯。 然而， 由于直播带
货行业尚未成熟， 假冒伪劣、
虚假宣传、 质次价高、 刷单等
各种乱象频出， 不少消费者买
到问题商品时维权艰难。 由此
可见 ， 直播带货急需加强规
范， 形成制度化约束力量， 清
理整顿违规行为， 督促行业步
入规范化运营， 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方可行稳致远。

面对乱象频出的直播带
货， 相关主管部门频频出手整
顿和规范， 出台了多项管理措
施，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此
次，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
明确规定平台、 主播等需要遵
守的规范， 开出了清晰的负面
清单，同时也明确了惩处机制，
如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
员不得虚构或篡改交易、 关注
度、浏览量、点赞量等数据。显
然，在《办法》正式实施后，未来
直播带货监管将更严格， 违规
行为将遭到严厉查处， 守法有
序发展才是王道。

电商业已经发展多年，商
业模式多次迭代升级， 直播带
货是最新潮的电商模式， 应发
挥自身优势，成为电商业的“领
跑者”和变革者，给行业和消费
者带来更多增益， 形成正反馈
效应，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
此，从业者应借助《办法》实施
带来的发展契机， 对照各项规
定进行整改， 恪守法律和职业
道德，不唯流量、唯利益，早日
实现规范化运营， 成为社会经
济发展的助推器。 □江德斌

2020年9月 ， 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与贵阳学院签订协议，
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 按照自愿
原则确定了8家涉及大数据、 食
品、 制药等行业的企业， 对应遴
选出8名优秀专家担任科技特派
员， 为企业在科研项目、 运营管
理 、 技术开发等方面提 供 技 术
指导 。 贵阳学院食品制药学院
教师杜斌说： “有机会派驻到企
业去做服务， 让我能把理论转化
为实际 。” （4月25日 《工人日

报》）
时下 ， 常常存在这样的现

象， 一方面， 企业为缺少科技的
创新而一筹莫展； 另一方面， 高
等院校的科技成果需要有效的
载体 ， 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 如果能让校企优势互补， 合
作共赢， 就会产生 “1+1＞2” 的
效果。

笔者以为， 贵阳学院建立科
技特派员制度， 让优秀教师直接
投身到生产一线中去， 不仅能够

帮助企业寻找到生产中的难点和
痛点， 及时解决创新发展中的技
术瓶颈， 为他们打开了 “另一扇
窗”， 而且也有利于理论和实践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既把潜在的
生产力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
使高等院校的资源利用实现最
大化， 又让高等院校 在 服 务 经
济建设的过程中， 不断提升教学
管理的水平。 这样的做法， 值得
学习！

□韦华

公交站牌换新让市民出行更舒心
遍布北京街头的公交站杆站

牌， 不仅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着
指引， 也成为不可缺少的城市家
具， 展现着首都形象。 近日， 北
京公交集团发布公告称， 为进一
步提升公交站台设施服务水平，
增强市民公交出行的辨识度， 将
于近期陆续对其自有产权的老旧
公交站杆站牌进行统一更新更
换。

实际上， 随着公交的迅速发
展， 与之配套的公交站牌， 已经
多次换新。 “小小站牌记录着百
年公交发展， 也体现了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的提升。” 然而， 随着
城市发展、 时代变迁， 公交站杆
站牌也遭遇了诸多尴尬———老旧

锈蚀， 小广告清不干净； 高矮不
一， 字儿小， 老年人看不清站名；
色彩对比度不够， 辨识度低……不
少市民呼吁， 这些使用率极高的
“城市家具” 该 “升级” 了。 公
交站牌换新， 是顺应民意的民生
工程、 民心工程。 也唯有高度重
视， 才能体现 “与时俱进”， 满
足新时期市民的出行需求。

目前， 换新的站牌已经在部
分公交站亮相。 顶端红底白字的
站名十分醒目， 加大字号的站名
信息阅读起来更容易， 过去把脸
贴着站牌看站名的乘客不见了。
所有站杆可以保证无障碍设施通
行顺畅。 这方面的 “换新” 虽是
小举措， 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

性化， 以及对残疾人的关爱， 也
是不断推进文明城市建设的必然
要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
交通压力不断加大，“公交优先”

已成为现代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
首选。 公交站牌是公交服务水平
的一个主要标志， 于公交建设至
关重要， 因此， 北京公交站牌换
新值得各地借鉴。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