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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期待“社保讲堂”多起来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必须要我的人脸信息才能登录吗？” 3月28日，
来自北京的孙斌 （化名） 通过身份证号等信息登录
了一直在使用的某航空公司官方购票APP购买机
票， 却显示账号存在风险， 需进行身份验证。 孙斌
通过APP提供的 “银联验证” 进行验证， 却被告知
“暂时不支持此验证方式”。 孙斌说， “这唯一的方
式也是形同虚设。” （4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王铎

天歌： 据去哪儿网此前发布
数据显示 ， 今年 “五一 ” 机票 、
火车票预订双双走高。 当前， 疫
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是客
观事实， 但是目前新冠肺炎散发
病例 ， 仍旧在国内一些地方出
现 ， 不能掉以轻心 。 假期出行 ，
莫忘防疫与文明 。 疫情防控期
间， 得益于公众自我保护意识的
提升 ， 很多文明习惯开始形成 ，
希望今年的 “五一” 小长假， 这
些文明习惯能够得到保持。

高校名师兼任工会干部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高校名师兼任工会干

部具有多重利好 。 尤为重
要的是 ， 此举能够加强对
教职工的思想引领 ， 推动
教职工深度参与学校民主
管理 ， 为学校发展建言献
策 。 而越来越多的高级知
识分子到工会兼职 ， 也是
党推进群团改革在工会领
域取得实际成效的体现 ，
更是工会作为群众组织本
色和底色的回归。

□杨玉龙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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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恶意抢注商标行为
要“零”容忍

“不同意就不能用”
APP该改改了

潘 铎 印 ：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
“傍名牌 ” “蹭热点 ” “不用先
囤” 等恶意商标注册行为时有发
生，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引发广
泛关注。 国家知识产权局坚决反
对并及时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
为， 2018年至2020年， 累计驳回
恶意抢注和囤积商标注册申请超
过15万件。 恶意抢注商标违背商
业诚信原则， 也是对知识产权制
度的滥用和伤害 。 对恶意抢注 、
囤积商标行为必须 “零” 容忍。

“五一”假期
莫忘防疫与文明

不“刷脸”就不能买票？

记者在首都高校走访时发
现， 近几年， 随着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贯

彻落实， 首都高校工会领导机构
吸引了越来越多知名专家学者加
入。 这些专家学者中， 不乏两院
院士、 教育部 “长江学者” 特聘
教授 、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等 ， 每一位都在学术界赫赫有
名。 （4月27日 《劳动午报》）

细数首都高校里的这些职工
“娘家人”， 名师们的头衔让人不
由啧啧称叹 。 据记者不完全统
计， 首都高校里担任兼职工会干
部的高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其
中大部分为 “十三五” 以来新到
工会任职。 而这也不难想象， 高
校名师兼任工会干部不仅使其积
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且能够有
效增进教职工的凝聚力。

对于名教授而言， 担任工会

干部既为他们提供了大家做事的
机会， 更为其搭建了提升自身能
力、展示才华的平台。尤其是，一
些中青年骨干人才进入工会任
职，也促进了工会活力的迸发。而
且，这些名师兼任工会干部，又发
挥了“榜样效应”，可有效推动高
校师德师风建设， 及时传递教学
一线的呼声， 从而让高校工会对
教职工的服务更加精准。

对于教职工而言， 他们欢迎
这些名师兼任工会干部。 有的教
职工表示， “名教授让工会服务
更贴心”。 有的女教授任高校女
教职工委员会主任， 在实际工作
中， 关心教职工的身心健康与职
业发展， 为女教职工提供公益法
律援助、 建起校院两级母婴关爱

室等， 这就让教职工拥有家一般
的归属感。

对于工会组织而言， 有了这
些名师的加入， 势必会提升工会
的影响力。 诚如媒体报道， 名教
授的兼职， 提升了工会的服务质
量， 提高了工会的影响力、 凝聚
力和号召力， 这是记者在首都高
校走访时的普遍感受。 比如， 有
的高校推出职工当主角的 “包工
头” 项目， 每名教职工可以提出
一个活动方案， 工会提供支持。
如此， 势必会增强教职工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

上述可见， 高校名师兼任工
会干部具有多重利好。 尤为重要
的是， 此举能够加强对教职工的
思想引领， 推动教职工深度参与

学校民主管理， 为学校发展建言
献策。 而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
子到工会兼职， 也是党推进群团
改革在工会领域取得实际成效的
体现， 更是工会作为群众组织本
色和底色的回归。

终归来讲， 各级工会组织唯
有更好切合职工需求进行服务，
才能赢得广大职工的欢迎。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的意见》 就提出， 群团组织
服务群众要盯牢群众所急、 党政
所需、 群团所能的领域， 重点帮
助群众解决日常工作生活中最关
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和最困难、 最操心、 最忧虑的实
际问题。 所以， 也期待更多名师
兼任工会干部。

4月26日， 工信部公开征
求对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
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征
求意见稿）》 的意见。 其中明
确， 从事APP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的， 应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
目的， 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用户拒绝相关授权申请后， 不
得 强 制 退 出 或 者 关 闭 APP。
（4月27日 《北京青年报》）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
况 ： 打开一款新下载的手机
APP， 首先会弹出一个要求授
权收集个人信息的页面。 看似
有 “同意” 或 “拒绝” 两个选
项 ， 但事实上用户根本没得
选 ， 一旦选择 “拒绝 ”， APP
就会立即退出 。 在这种情况
下， 用户往往只能 “被同意”。

用户对于APP的使用诉求
不同， 个人信息收集管理也应
有所区别。 第一种情况， 用户
只 想 使 用 APP的 基 本 服 务 ，
APP就应经用户同意后采集基
本服务所必需信息， 不得因为
用户拒绝收集其他信息， 而影
响用户使用核心业务功能。 第
二种情况， 用户想获得更丰富
的功能体验， 则需要同意APP
采集相应功能所需的个人信
息。 第三种情况， 用户不想享
受APP提供的服务， 只想进行
浏览查看， 那么用户就可以拒
绝任何授权申请， 哪怕是基本
服务所必需的， APP不能因此
“撂挑子”。

在现实生活中， 第三种情
况并不少见。 比如， 对于地图
APP来说， 使用导航功能就需
要采集用户的位置信息 。 不
过， 一些用户只是想看地图，
不需要导航， APP就不应以自
动退出来强迫用户同意采集位
置信息。

APP和用户之间， 属于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无论收
费与否都应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 APP
不能 “挟个人信息以令用户”，
这一点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厘
清 ， 从而规范APP开发运营 ，
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不同意
就不能用 ”， 一些APP该改改
了。

□张淳艺

4月23日， 一节别开生面的
《工伤保险业务指南》课在郑州中
原大厦举行， 参加培训的企业代
表和社保经办人员大呼过瘾。 据
报道，自4月12日起，该市面向11
万家参保单位开展为期3个多月
的“社保讲堂”免费业务培训，内
容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中参保、转移接续、待遇等，
重点讲解企业关注度高、 政策存
在盲点的业务知识 。 （4月26日
《河南工人日报》）

社保事关职工的切身利益，

是他们十分关心的事情。可是，由
于不少职工对社保的相关政策和
规定不熟悉， 在入职或社保接转
时， 不清楚如何才能顺利地办理
有关的手续。另一方面，若遇到了
劳动工资、 工伤和失业等矛盾纠
纷时， 又不知道如何依法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很有必要进行社
保知识广泛的宣传和培训。

笔者以为， 郑州市 “社保讲
堂” 好就好在： 一是为推动社保
“网上办、方便办、不见面办理”等
经办服务创造了条件， 使企业和

职工办理社保业务能够更加方便
和快捷，优化了营商环境；二是以
实际问题为导向， 结合政策要点
和重点， 通过深入浅出地剖析相
关的典型案例和实行台上台下交
流互动， 使培训贴近企业和职工
的实际，生动活泼，学习效果好，
起到了学以致用的效应； 三是有
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社保的法治
意识， 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
系， 促进企业和社会的文明和稳
定。期待这样的讲堂能够多起来！

□韦华

大数据杀熟套路升级，监管也要升级
完全相同的软件和路线， 叫

车价格不一样？ 网约车计时计费
总感觉不准确？ 实际价格好像每
次都比预估价格贵了一点点？ 半
月谈记者调查发现， 消费者的疑
虑都是真的， 部分网约车平台为
“多收三五斗”， 竟然这么做……
（4月26日 《半月谈》）

大数据 “杀熟” 早已为人熟
知， 惯常见到的大数据杀熟现象
多是商家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虚
假标价 ， 比如一样的商品 ， 在
APP上显示的价格却比别人贵 。
而 “熟客卖高价” 还仅是大数据
“杀熟” 的1.0版本， 近段时间以
来， 大数据 “杀熟” 的套路正在
不断升级， 利用平台对消费者个

人信息全方位收集的优势， 升级
成为基于被平台充分掌握个人信
息的2.0版本 “杀熟 ”。 2.0版本
“杀熟” 更隐蔽， 因为是大数据
“杀熟” 新花样、 新把戏， 不少
消费者还难以察觉。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网约
车平台 “算法收割” 消费者， 大
数 据 杀 熟 升 级 ， 2.0版 本 “杀
熟”， 监管也要随之升级。 要能
强化监管责任， 督促企业提升主
体意识， 优化升级算法， 对侵犯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也要依法依
规予以惩戒， 提高无良企业的违
法成本， 遏制企业对算法权力的
滥用， 真正打疼那些唯利是图的
企业， 从而守护好保护消费者权

益的底线。
大数据杀熟违背了定价公平

原则和诚信交易原则， 还存在过
度获取、 搜集用户隐私信息等问
题，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要能加强行业规范， 弥补监

管漏洞、 监管空白， 对大数据杀
熟下 “狠招”， 不让 “算法收割”
再跑在市场前面， 让广大消费者
成了被收割的韭菜， 从而才能为
消费者营造一个公平、 良好的消
费环境。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