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公筷公勺成为
健康文明“新食尚”

对边角料食品
应加强监管

“95后” 姑娘黄慧梅是2023
年新当选的4名 “95后” 广东省
人大代表之一， 作为街道长者服
务中心负责人， 她长期在一线实
践中与老人们打交道， 了解到他
们晚年生活所面临的痛点难点。
黄慧梅认为， 当前有部分养老从
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出现了踩
红线踩底线的恶性事件 。 她提
议 ， 建立广东养老 “失信黑名

单”， 建立养老从业 “红黑榜”。
（1月15日 《南方都市报》）

用 “红榜 ” 激励 ， 用 “黑
榜” 惩戒———黄慧梅代表的提议
切中了养老行业侵犯老年人权益
的问题点、 风险点， 也契合了养
老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需求 。
“红黑榜” 能够影响养老机构的
信誉、 市场竞争力以及养老从业
人员就业的诚信评价 ， 可以倒
逼、 引领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增
强自律意识， 守住法律底线和诚
信底线， 规范服务行为， 提升服
务质量 ， 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
适、 健康、 安全的养老环境。 黄
慧梅代表的提议具有专业性、 合
理性、 可行性， 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底， 全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达2.67亿， 占总人口的
18.9%；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

亿以上 ， 占总人口的14.2%。 这
对养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 但揆诸现实 ，
不仅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数量
不足， 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 养老服务的质量也存在不少
短板。 有些养老机构管理缺位，
服务理念出现错位， 侵权行为并
不罕见 ， 甚至出现了薅老年人
“羊毛” 的问题。 从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 有的缺乏责任意识和
爱心， 甚至出现打骂、 侮辱、 虐
待老年人现象。 近年来， 媒体已
报道了数起养老机构或从业人员
虐待、 诈骗老年人或伤害老年人
身心健康的案件， 也为养老服务
行业一次次敲响警钟。

在常规监督的基础上， 建立
养老行业 “红黑榜”， 能给规范
养老行业增添一股诚信激励、 制
约的力量。 在现代诚信社会， 诚
信的价值引领作用越来越重要，

可以说， 诚信是企业等市场主体
的 “市场通行证 ” ， 是个人的
“就业通行证” 或 “社会生活通
行证”。 如果养老机构或从业人
员被打了 “差评 ” ， 或被 “拉
黑”， 社会认可度必然下降， 在
很多环节必然受限， 所获得的资
源、 机会、 空间必然减少。 而反
之， 好评或 “红榜” 则能给养老
机构或从业人员带来更高的社会
认可度， 带来更多资源和机会。
趋利避害是社会个体的本能反
应， “红榜” 和 “黑榜” 所引发
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会对
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产生直接的
影响， 能够激发养老机构和从业
人员产生规避失信行为的自觉意
识和诚实守信的内生动力 。 如
此， 整治养老行业的失信侵权乱
象、 规范养老行业的发展、 提升
养老从业人员的素养和服务水
平， 便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各地正在逐步建立家政服务
业信用体系和家政服务领域守信
主体 “红名单” 和失信惩戒 “黑
名单” 制度。 养老服务业与家政
服务业有很多近似相通之处， 建
立养老服务业 “红黑榜” 制度，
与家政服务业的 “红黑榜” 相呼
应， 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征信
建设机制。

养老服务业 “红黑榜” 还向
老年消费者提供了有关养老机构
和从业人员的更多信息， 能更好
地满足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
择权和监督权， 有助于老年消费
者精准选择养老机构和从业人
员， 有助于拉升老年消费者的养
老消费体验。 有关部门可对黄慧
梅代表的上述提议进行重点研
究、 立项， 用失信黑名单念好养
老行业规范发展 “紧箍咒”， 用
“红黑榜” 引导养老行业规范发
展。

消费之前， 先看网络点评。 不论吃饭、 购物还是
休闲娱乐， 如今， 消费者倾向于将网评的好坏作为选
择店铺消费的重要依据。 前不久，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
犯罪侦查总队公开一起全链条流量造假案， 该案链条
上的6个犯罪团伙、 近20名犯罪嫌疑人， 有中介、 卡
商、 技术人员……上下游完整、 分工明确， “服务”
商户完成虚假交易、 作出虚假好评， 进行流量造假，
也就是刷单。 （1月17日 《人民日报》） □王铎

春节临近 ， 浙江多地出台
“稳岗留工” 政策， 通过稳岗补
贴、 发放消费券、 赠送过年礼包
等方式， 促进 “员工留住、 就业
稳住、 生产持续”， 鼓励职工加
快返岗复工 ， 在工作地度过春
节。 (1月16日 《工人日报》)

目前，浙江、江苏、福建等省
份多个城市陆续出台多种 “稳岗
留工”政策，鼓励大家加快返岗复
工，并且在工作地度过春节。从各
地公布的“稳岗留工”政策来看，
既有明码标价的补贴，也包括“公
共交通免费使用，景区免费开放”

的公共服务倾斜； 有针对一线员
工的补贴鼓励， 也有面向企业的
奖补。应该说，无论从鼓励力度，
还是从政策的辐射面来说， 都体
现了城市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企
业的支持态度。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
化， 服务消费加速回暖， 催生了
大量春节用工需求。 一边是难以
割舍的乡情， 一边是希望满满的
工作， 现实权衡之下亟须一批更
加实惠、 更具 “诱惑力” 的公共
政策， 增强劳动者留守时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帮助企业实现 “春

节不打烊”。
“稳岗留工” 既要用 “薪 ”

更要用心。 确保稳岗留工举措真
正发挥作用， 就要拿出真金白银
的补助， 将节日的问候和温暖、
关心和关爱带给无法归乡的在岗
人员， 让务工者更有获得感和幸
福感。 同时， 各地应以问题需求
为导向， 制定出台更加完善的政
策制度， 最大程度释放诚意， 让
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获得更多的
归属感，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
所在的城市。

□潘铎印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李英锋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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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黑榜”能够影响养老
机构的信誉、 市场竞争力以
及养老从业人员就业的诚信
评价，可以倒逼、引领养老机
构和从业人员增强自律意
识， 守住法律底线和诚信底
线，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
质量， 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
适、健康、安全的养老环境。

■世象漫说

“感谢你们为舟山的建设贡
献力量 ， 希望大家一路顺风 ！”
活动现场， 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
员为返乡职工准备了瓜子 、 饼
干、 新春对联和舟山特产等物品
组成的 “工会新年礼包”。 来自
安徽阜阳的张师傅提着刚收到的
礼包， 激动地说： “舟山对我们
外地职工真的太好了， 公司包车
送我们回家， 总工会送给我们这
么丰富的新年礼包 ， 感觉很温
暖 ！ 新 的 一 年 ， 我 还 要 来 舟
山。” （1月16日 《浙江工人日
报》）

据报道， 近日， 舟山市总工
会与浙江盛达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联合举行 “工会送温暖 情
系归乡人” 平安返乡活动， 张师
傅是当日参加该项活动的100余
名职工之一。 春节过后， 舟山市
总工会还将与有关企业合作， 为
外来务工人员返岗 “点对点” 运
输提供服务。

有了 “点对点” 为务工人员
返乡返岗的包车接送 ， 像张师
傅这样返乡过年的许多职工， 自
然也就 “感觉很温暖” 了。 “新
的一年， 我还要来舟山” 是他们
发自内心对当地工会和有关企业
为他们周到和贴心服务的一种感
激， 同时也是对当地工会和有关
企业表露出一种真诚的信赖。

笔者以为 ， “点对点 ” 接
送异地务工人员返乡返岗， 是一
件 “双赢” 的好事。 一方面， 方
便了返乡职工安全有序返乡返
岗， 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 另一

方面， 能有效缓解当地部分企业
春节后 “用工难” 问题， 减少职
工不能按时返岗而出现的用工短
缺现象。 因为稳住了职工， 也就
稳住了企业。 □周家和

用“红黑榜”引导养老行业规范发展

“我还要来舟山”是返乡职工真诚的感激和信赖

刷出来的好评

“稳岗留工”既要用“薪”更要用心

钱夙伟： 当前， 边角料食品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热捧， 网
购平台成为边角料食品最大的销
售渠道。 边角料食品就是那些被
压碎挤破， 品相不太好的食品。
口感与正品无异， 价格却便宜不
少 ， 绝对是 “物丑价廉 ” 的佳
品， 但是一些边角料食品存在质
量良莠不齐、 以次充好等问题，
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边角料食品
并非法外之地， 对其也应加强监
管。

■长话短说

日前， 山东省总工会利用工
会12351职工热线数据对近3年来
10万余条职工来电反映情况进行
分析梳理 ， 遴选广大职工 最 关
心 、 最具代表性的热点问题，
编辑印发 《山东省工会12351职
工热线案例汇编》， 帮助全省各
级工会全面深入了解职工群众诉
求 ， 找准维权服务工作的着力
点。 （1月16日 《工人日报》）

据介绍， 本期案例汇编共
4.8万字 ， 收纳的案例全部为热
线日常接听办理的案例， 涵盖工
资、 劳动合同等多个门类， 例如
“劳务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
派遣单位是否应当支付工资 ”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规章制
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需要支
付经济补偿” 等， 从案情、 案例
评析、 关联的法律法规3个方面
进行详细阐释 ， 是一部适用性
广、 兼容性高、 操作性强的工具
书。

为了向职工普及法律知识、
引导职工依法维权， 不少单位在
宣传橱窗定期更新法律常识， 或
者聘请法律专家开设讲座， 有的
单位还举行职工法律知识测试。
相比之下， 山东省总工会编辑印
发的 “职工热线案例汇编”， 则
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 更受职工
欢迎。 因为， 职工一旦遇到案例
中类似的问题和困惑， 可以进行
“借鉴” 和 “套用”， 从而知道自
己应该如何维权， 知道自己维权
有几分胜算。

“职工热线案例汇编”， 是
职工实用的维权工具书， 是职工
维权的好帮手， 也是职工最好的
普法读本。 为了让 “案例汇编”
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笔者提两
点建议。 一是工会组织要广泛宣
传， 让全体职工知道有这样一个
“维权好助手”， 同时让职工知道
从哪借阅或者购买这本 “好书”。
二是对 “职工热线案例汇编” 中
的案例和关联法律解释不断进行
更新。 “案例汇编” 的内容只有
做到与时俱进， 才能更好适应职
工的实际需求。

□余清明

付彪： 春节将至， 聚餐聚会
日 益 增 多 。 为 更 好 保 障 广 大
市民 “舌尖上的健康 ”， 引导全
社会共同形成健康饮食习惯， 上
海 将 进 一 步 大 力 推 广 公 筷 公
勺 使 用 ， 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广
泛宣传。 保障 “舌尖上的健康”，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凝聚社会广
泛 共 识 ， 应 让 每 一 张 餐 桌 上
的 公 筷公勺成为健康文明 “新
食尚”。

“案例汇编”
是职工维权好帮手


