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获得免费游戏装备， 扫描陌生人发过来的二维码，
10岁小学生被骗走1.7万余元；想“足不出户兼职赚钱”，大
二学生网络刷单被骗1.6万余元……9月正值开学季。记者
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 近年来， 湖北省针对学生及未成
年人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断上升， 特别是受疫情
影响， 网课时间增多， 学生接触网络增加， 被骗群体向
低龄化蔓延趋势明显。 （9月18日 《法治日报》 ）□老笔

为进一步打造“社区邻里节”
品牌影响力，营造邻里守望相助、
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推进
社区邻里节活动常态化开展，让
更多的社区居民互动起来， 共同
讲好社区邻里故事，从9月17日至
23日，北京市开展主题为“共建和
谐美好家园 喜迎党的二十大召
开”的第四届“社区邻里节”活动。
（9月18日《北京青年报》）

远亲不如近邻， 中华民族自
古就有邻里互信、 邻里互助、 邻
里自治的历史传统。 “六尺巷”

“千金买屋， 万金买邻” 等典故，
反映的都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邻
里关系的珍视， 也彰显了和睦、
谦让等中国传统美德。 社区治理
是城市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环节，
也是城市治理能力建设中的重要
一环。 举办 “社区邻里节”， 这
样增进邻里情的活动， 能够让小
区居民之间破除彼此之间的 “心
防”， 与邻居坦诚相见， 让小区
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邻里和睦是社区治理、 社会
和谐的重要基础， 也是推动社区

善治的主要工作和目标 。 一方
面， 结合社区实际， 开展丰富多
彩的邻里互助、 交流活动， 使邻
里关系日趋和谐； 另一方面， 和
睦融洽的邻里关系， 需要我们每
一位同住一个城 、 同住一个小
区、 同住一幢楼的每一个住户，
都能以宽容、 接纳之心， 学会与
人为善， 与邻为友， 学会相互理
解 ， 相互帮助 ， 建立良好 、 文
明、 和睦、 和谐的邻里关系能够
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吴学安

戴先任： 近年来， 一些地方
未经相关部门许可私设 “景点”，
违规为游客提供游览服务、 违规
开展旅游经营活动， 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 文旅部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今年9月至11月开展私
设 “景点”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私设 “景点” 乱象， 既暴露出了
治理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也暴
露出了当前正规景区存在的短
板。 遏制私设 “景点” 乱象要疏
堵结合， 也要标本兼治。

佛山一名工程师入职未满一
年跳槽， 老东家认为其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 要求赔偿违约金。 劳
动仲裁未果后 ， 起诉到法 院 。
法院审理后认为 ， 被告潘某违
反竞业限制义务， 判决其支付违
约金201万余元， 并返还原告已
支付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1万
余元。 潘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其上诉， 维
持原判 。 （ 9月 16日 《广州日
报》）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违反竞业
限制协议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
所谓竞业限制， 是指用人单位对
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
者， 在劳动合同、 知识产权权利
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中约定
的竞业限制条款。 法律设置竞业
限制条款的初衷， 旨在防止掌握
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
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
人员离职后， 利用所掌握的商业
秘密损害原用人单位的利益。

本案中， 被告潘某在与原告
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况下，
仅工作10个月就任性跳槽到与原
告具有竞争性质的公司， 其行为
明显违反了自己与原告当初签订
的竞业限制协议， 是不遵守契约
精神的典型表现。 法院判决被告

潘某向原告赔偿200余万元的高
额违约金， 彰显了向踩踏竞业限
制红线者坚决说不的司法价值取
向。 这种司法裁判结果所释放的
强烈警示信号， 无疑有助于遏制
违反竞业限制协议背后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

法律背后是法理 。 在本案
中 ， 法院之所以支持原告的诉
求， 主要在于被告的行为完全符
合违反竞业限制的构成要件。 一
者， 被告新供职的公司与原告生
产的产品相同或类似， 两家公司
互为竞争企业的性质明显。 被告
潘某作为一名研发智能功率模块
相关产品的工程师， 其跳槽行为
必然会让原告面临不正当竞争的
风险。 二者， 原被告订立的竞业
限制协议虽然是电子合同， 但原
告没有对被告进行欺诈， 双方协
商一致的协议合法有效， 被告应
恪守契约精神。 三者， 尽管原告

主张的违约金高达200余万元 ，
但相对于原告因有关技术秘密泄
露可能造成的无法预计之损失，
其数额并不算高， 且被告主观恶
意比较明显， 亦应对其重罚。

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
趋激烈， 一些企业为在竞争中处
于优势， 往往通过许以高额报酬
的方式， 诱使一些掌握其他企业
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跳槽加
入自己阵营， 由此导致违反竞业
限制协议的劳动争议纠纷日益多
发 。 任性跳槽者唯利是图的行
为 ， 不仅助长了诚信缺失的歪
风， 也加剧了不正当竞争， 扰乱
了市场秩序 ， 依法对其严惩重
罚， 实乃维护公平竞争的题中之
义。

少数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高
管人员利益至上， 无视竞业限制
协议的约束任性跳槽， 虽然直接
源于其诚信的缺失和法治意识淡

薄，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司法裁
判没有常态释放警示威慑效应相
关。 鉴于此， 司法更应常态化地
通过裁判对无视竞业限制的任性
跳槽者进行 “广而告之 ” 的威
慑， 从而以此激活司法裁判警示
威慑的 “一池春水”， 倒逼效仿
者在司法裁判威慑警示 “涟漪效
应” 的浓厚氛围中， 以 “前车之
覆， 后车之鉴” 的理性， 诚信恪
守契约精神。

司法裁判具有鲜明的警示效
应， 遏制踩踏竞业限制红线的不
正当竞争， 离不开司法裁判警示
威慑的导向作用。 这起违反竞业
限制协议被判罚200余万元违约
金的典型案例， 充分释放了 “一
次公正司法判决胜过千次空洞说
教” 的警示威慑信号， 无疑为那
些热衷踩踏竞业限制红线的逐利
者敲响了警钟 ， 其意义自不待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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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具有鲜明的警
示效应， 遏制踩踏竞业限制
红线的不正当竞争， 离不开
司法裁判警示威慑的导向
作用。 这起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被判罚200余万元违约金
的典型案例 ， 充分释放了
“一次公正司法判决胜过千
次空洞说教” 的警示威慑信
号。

“社区邻里节”让“陌邻变睦邻”

■世象漫说

低龄化

“来啦来啦， 同志们开始做
操了” “徐工专属工间操， 现在
开始” ……不知不觉， “健康5
分钟” 工间操已经成了徐工挖机
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9月20
日 《江苏工人报》）

据报道，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
有限公司为了让全体职工每天抽
出时间参与锻炼 ， 公司持续挖
掘、 创新特色做法， 开展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参与度广的 “5
分钟工间操 ” 特色活动 ， 按照
“因地制宜、 全员覆盖” 的原则，
在车间生产区、 办公室、 活动区
等各类安全适宜地点， 利用班前
班后会、 午间等碎片化时间开展

各具特色的工间操运动， 让职工
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 舒展，
使其充满工作活力。

职工忙忙碌碌工作， 一天中
总有困乏的时候， 特别是午休后
大多人进入工作状态会比较慢，
更需要挤出几分钟来提提神。 还
有长时间坐着干活的职工， 抽出
一点时间活动活动筋骨， 也有利
于缓解工作压力。 可是， 在现实
工作中 ， 有的企业为了节省时
间， 不愿意安排职工进行工间活
动； 有的虽然有了工间活动， 但
职工的参与率不高 ； 有的则感
到， 缺少活动场地， 无法进行工
间活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

笔者以为，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
限公司 “健康5分钟” 工间操的
做法， 就值得学习和借鉴。

“健康5分钟” 工间操有标
准版、 广播操版、 舒缓版、 活力
版……根据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工
作特点， 融入舞蹈、 武术、 游泳

等元素打造个性化定制工间操，
富有多样性和广泛性， 让全员皆
可参与。 工间操激发了职工健康
活力， 让职工之间更融洽， 搭班
干活更顺畅， 工作效率更高， 让
企业发展更健康更和谐。

□费伟华

网售处方药品
要保障质量和安全

“5分钟工间操”让职工工作充满活力

私设“景点”乱象
暴露多重问题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
有幸得到绘画大师对我亲自
进行指点。” 河钢集团邯钢公
司绘画爱好者小张， 兴奋地
用手机微信与老公分享心中
的喜悦。 （9月20日 《河北工
人报》）

邯郸市总工会在全市范
围内征集各类优秀人才， 组
建 “轻骑兵服务团” 线下为
职工送服务 。 “职 工 按 需
‘点餐’， 工会精准 ‘配菜’”，
是指邯郸市总工会事前积极
与基层工会进行沟通对接 ，
了解职工的爱好， 然后根据
“轻骑兵服务团” 团员的专业
特长进行调整， 分别为爱好
绘画 、 乒乓球 、 心理健康 、
书法、 现代舞、 养生知识的
职工开展线下精准服务。

几乎所有单位都会面向
职工开展讲座、 培训服务，但
取得的效果差别甚大。有的培
训讲座受到职工诟病，甚至认
为是浪费自己的时间。究其原
因，是一些讲座、 培训仍在延
续 “你讲我听” 的传统模式。
也就是说， 单位安排什么内
容， 职工就只能学什么内容。
至于这些内容职工有没有兴
趣、 是否欢迎， 往往无人过
问。 这样的讲座培训， 职工
当然不买账。 相比之下， 职
工点餐式的培训服务， 则由
“你讲我听” 变成了 “我点你
教”， 职工由被动的听众变身
为主动的 “点菜人”。 因为是
自己需要并感兴趣的内容 ，
职工自然会认真听、 用心学，
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职工按需 ‘点餐’， 工
会精准 ‘配菜’”， 让培训讲
座有的放矢地满足职工的不
同需求， 为职工提供 “精准
服务”， 同时有效防止服务不
“走过场”。 所以， 为职工提
供讲座培训服务， 首先要征
求职工意见， 畅通职工 “点
菜” 渠道， 然后工会再精心
“配菜 ” “送菜 ” 。 这样的
“送餐服务”， 才会受到职工
欢迎。 □余清明

潘铎印： 药品网售方便了人
们买药， 但存在销售网络禁售药
品、处方审理不严、促销处方药等
乱象。业内人士认为，将于12月1
日施行的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
理办法》将有助于遏制这些乱象。
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把药品网
络销售安全放在首位， 要从源头
上对网售处方药把好关， 既满足
人们网购医药的便利需求， 又保
障药品的质量和安全。

以司法裁判向踩踏竞业限制红线者说“不”

送什么服务
就该让职工“点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